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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城市基准地价以价定级方法。该方法用矢栅混合模型划分评价单元，对地价样点进行趋

势面分析筛选，使用最短路径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对地价样点进行空间插值，叠加分析后得到各评估单元的指

标地价，用其代替传统的因素综合得分对基准地价评估区域分等定级，同时测算出各级别基准地价。以上海

市为例对该方法的实用性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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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地价评估多采用多因素法确定土地级

别，以级别内土地交易样点地价的平均值确定基

准地价［１］。单纯根据土地因素条件差异评价、划

分土地级别，容易造成土地级别与基准价格之间

的矛盾。现有文献探讨了以价定级的评估方

法［２４］，文献［５～７］最早将最短路径距离引入多因

素法的土地定级估价。本文在文献［７］的基础上

提出了顾及地价空间分布规律的城市基准地价以

价定级方法。该方法考虑了阻隔地物对于地价空

间分布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道路通达性的不同，

将基于交通路网的最短路径距离引入到对地价样

点的空间分析中，进行基准地价评估，在样点的剔

除与土地评价单元的划分上有所创新。

１　方法原理

１．１　基本思想

由于不同用途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不可重复

性，按照用地类型进行城市土地分类定级时，必然

会出现一些基本地价区段无此类地价信息的情

况，可以采用空间插值来解决此问题，其主要任务

是根据样点地价来推算区域地价的空间分布。本

文方法的基本思想为：① 对研究区域内样点进行

趋势面分析，剔除样点异常值；② 用样点间的最

短路径距离代替欧氏距离来判断样点间的位置关

系；③ 通过空间插值将地价分布延伸到整个城市

土地空间，进而得到各地价评价单元的平均地价

水平；④ 根据地价评价单元平均地价水平的分布

特征，确定各个土地级别相对应的平均地价区间，

将处于同一地价区间的相邻单元归并，形成初步

的各类用地级别；⑤ 依据各级别内地价评价单元

的面积加权平均值确定该级别的基准地价。

１．２　评估单元

本文提出了一种考虑现象空间分布特征的评

价单元确定方法，即面状矢量单元和规则格网单

元相结合的评价单元。以规则格网作为指标地价

的载体和基本评价分析单元，以矢量面元作为叠

加分析和区域综合评价的评价单元。

１．３　样点间最短路径距离

土地交易实例样点为点状要素，规则格网作

为基本评价分析单元可由格网中心点表示，因此

本文主要关注点到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距离。

大城市往往是包含地铁、高架路、隧道、桥梁

等的立体交通路网。不同类型道路的通达性不

同，本文参与最短路径计算的道路权值为实际距

离与相应类型道路通达系数的乘积。根据专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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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设定的不同类型道路通达系数见表１。

表１　不同类型道路通达系数

Ｔａｂ．１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ｏｆＲｏａｄ

道路类型 快速路 一般道路 高架路 隧道 地铁

通达系数 ０．９ １ ０．７５ ０．８ ０．７

　　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路径计算问题可简化为两

个问题来考虑：① 任意道路端点间的最短路径问

题；② 地价单元任意点如何与道路端点连接的问

题。文献［７］设计的最短路径计算算法解决了上

述问题，首先将路网中任意两个道路端点间的最

短路径通过Ｆｌｏｙｄ算法
［８］一次计算出来，并存储

起来方便随时调用。任意两点间的最短路径分为

３种情况考虑：① 两点在同一个由道路中心线包

围的多边形内；② 处于相邻的两个多边形内；

③ 分别处于不相邻的两个多边形。前两种情况

以两点间直线距离代替，第３种情况以犘犻、犘犼 两

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为例，计算步骤为：① 检索待

求点犘犻和犘犼所在由道路中心线构成的封闭多边

形，对道路中心线构成的封闭多边形通过多边形

栅格化算法，生成索引矩阵。检索该矩阵可以返

回任意点所在的多边形编号，记犘犻所在的多边形

为犃，犘犼所在的多边形为犅。② 检索多边形犃、

犅中所有潜在的路上点。③ 查询由Ｆｌｏｙｄ算法

计算出的任意道路结点间的最短路径文件，找到

最短路径距离集中最短的两个道路端点对，如犃＿

３道路端点到犅＿１道路端点。④ 则犘犻 到犘犼 的

最短路径为（犘犻，犃＿３，犅＿１，犘犼）。最短路径距离为

犔（犘犻，犃＿３）＋犔（犃＿３，犅＿１）＋犔（犅＿１，犘犼）。犔（犃＿

３，犅＿１）由式（１）决定：

犔（犃＿３，犅＿１）＝∑
狀

犻＝１

犾犻×犽犻 （１）

其中，犾犻、犽犻分别为组成最短路径的道路长度以及

相应道路类型权值。犔（犘犻，犃＿３）与犔（犅＿１，犘犼）

分别为犘犻与犘犼到达道路端点的代价，解算过程

采用与文献［７］相同的方法进行处理。

１．４　基于最短路径距离犽犿犲犪狀狊聚类的匀质区

域划分

本文将地价样点按照空间分布进行聚类分

析，以地价分簇为依据划分匀质区域。具体步骤

为：① 在研究区域随机选取犽个点作为起始分类

中心点；② 计算各样点到这犽个点的最短路径距

离，并将各样点归并到离样点最近的类中；③ 根

据各类中样点的坐标，重新计算各类的中心点；

④ 重复步骤②、③，直到各类的中心点不再发生

变化为止；⑤ 以最终的各类中心点构建Ｄｅｌａｕｎａｙ

三角网；⑥ 根据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生成相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⑦ 将研究区域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叠加，将

研究区域划分为犽个匀质区域。

１．５　趋势面分析筛选样点

本文采用二次趋势面对各均值区域内的样点

进行拟合，其公式为：

犣（狓，狔）＝β０＋β１狓＋β２狔＋β３狓
２
＋

β４狔
２
＋β５狓狔＋ε （２）

其中，狓、狔为样点的投影坐标值；犣（狓，狔）为样点

地价。

根据均值区域内的地价样点可建立式（２）的

二次趋势面模型，并通过最小二乘法求解模型各

参数。

趋势面拟合模型的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σ＝
∑
犖

犻＝１

［犣犻（狓犻，狔犻）－犣^犻］
２

槡 犖
（３）

其中，犣犻（狓犻，狔犻）为坐标（狓犻，狔犻）处样点价格的趋势

面拟合结果；^犣犻 为样点的评估价格；犖 为样点个

数。

原始样点评估地价与趋势面拟合值之间的残

差可由式（４）描述：

ε＝ 犣犻（狓犻，狔犻）－犣^犻 （４）

　　根据统计经验，当ε＞３σ时，则认为（狓犻，狔犻）处

样点价格异常，予以剔除。

对于研究范围内各匀质区域均按上述方法筛

选样点。

１．６　基于最短路径距离的地价空间插值

研究区域被规则格网划分为犐×犑个规则网

格，对于每个网格采用文献［７］的可扩展窗口方法

搜索样点。该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步骤：① 窗口向

四周均匀扩张直至搜索到规定个数的犓 个样点。

② 分别计算犓 个样点到格网中心的最短路径距

离，选择最短路径距离最短的犽个样点对格网

插值。

考虑到商业用地的价格随距离的变化关系，

本文格网价格由上述犽个样点价格反距离加权平

均法确定，权重为样点到格网最短路径距离的倒

数平方：

珚犘犼 ＝
∑
狀

犻＝１

犘犻
犱２犻

∑
狀

犻＝１

１

犱２犻

（５）

其中，珚犘犼为第犼个格网的插值地价；犘犻 为距网格

最短路径距离为犱犻的样点地价。

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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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

综合评价的矢量面元由河流、区界、交通路线

进行缓冲分析后的３个面状图层叠加分析后产

生。一个矢量面元覆盖若干规则网格，其评价结

果根据与规则格网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叠加计算

后对矢量面元的评价结果进行频率直方统计，并

进行级别划分。基准地价由级别内面状要素评价

结果根据面积加权得到：

珚犘犽 ＝
∑
狀

犻＝１

犘犻·犛犻

∑
狀

犻＝１

犛犻

（６）

其中，珚犘犽 为犽级别的级别均价；犘犻 为级别犽内第

犻个面状评价单元的评价结果；犛犻 为该面状单元

的面积。级别均价作为基准地价的评定依据。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区域

本文采用上海市外环以内３０ｋｍ×３０ｋｍ的

一块区域作为研究区域，利用３０ｍ×３０ｍ的格

网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１０００×１０００个规则网格。

由道路、境界与河流叠加分析后产生的不规则多

边形共计４４９５个。规则格网为计算的基本单

元，不规则多边形为最终评价单元，一个不规则多

边形覆盖多个规则格网。

２．２　实验数据

区域内地价样点通过调查、搜集、整理城市典

型土地和房地产交易资料得到，并采用收益还原

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市场比较法等对价格进

行评估测算，最后经过交易情况修正、价格期日修

正、土地使用年期修正、容积率修正、楼层修正、基

础设施修正和用途修正后得到最终样点地价。选

择的交易样点应该较好地反映土地区位条件、社

会经济状况和土地市场价格的现实性，并且具有

区域代表性和均匀性。本文实验以商业用途土地

定级估价为例，依据上述原则共采集商业用途样

点１２２９个。

２．３　结果分析

对１２２９个商业样点进行基于最短路径的犽

ｍｅａｎｓ聚类后结果见图１，将整个研究区域的样

点分为图１中所示的８个区域，聚类分析将空间

位置相近的样点分在同一匀质区域，保证了各匀

质区域内样点的均匀分布。各区域内样点数据均

远大于趋势面参数个数，可以按照式（２）对各区域

样点建立趋势面模型。

对图１中的８个区域分别根据区域内的样点

按照式（１）建立趋势面模型，以区域犇 为例，全区

共包括样点５２５个，根据式（２）建立趋势面模型，

其中狓、狔坐标系统采用上海本地投影坐标系。

按照§１．５中方法剔除样点异常值，剔除异常值

后根据式（２）再次建立趋势面模型，模型参数及显

著性检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　异常样点删除前后模型参数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模型
模型拟合

度精度犚２

模型

犘值
系数 犜值 犘值

常数 １９２５０．１４９７４ ５７．３９４ ０．０００

犡 ０．０９７６２ ０．３１６ ０．７５２

１
犢

０．３８９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３０ －４．６３７ ０．０００

犡犢 ０．０００４３ ４．１８２ ０．０００

犡２ －０．０００１３ －２．１１８ ０．０３５

犢２ －０．０００９９－１６．７１５ ０．０００

常数 １８１７２．３１３７８ ６６．６６１ ０．０００

犡 ０．２２３１０ ０．９２０ ０．３５８

２
犢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０５３ －６．７５７ ０．０００

犡犢 ０．０００５０ ６．２６０ ０．０００

犡２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２６８ ０．０２４

犢２ －０．０００９３－１９．９７９ ０．０００

　　剔除样点异常值后样点的空间分布更加贴近

于趋势面的分布。根据模型显著性检验犘值，两

个模型系数均是联合显著的，剔除异常样点后模

型的拟合度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模型的拟合度仍

低于５０％，这也是不能直接根据趋势面进行空间

插值的主要原因。从模型参数的显著性检验犘

值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模型各参数的显著性有了

明显提高，剔除样点后的模型更能够解释犇 区域

内样点的整体分布，样点剔除是合理的。

整个研究范围内样点剔除结果见表３。

表３　各区域样点剔除情况

Ｔａｂ．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区域索引号 起始样点数 剔除样点后数目 剔除百分比

犃 ７６ ６９ ９．２１％

犅 ４６ ４２ ８．７％

犆 ２５４ ２２６ １１．０２％

犇 ５２５ ４５３ １３．７２％

犈 ８６ ７７ １０．４７％

犉 １６１ １４２ １１．８％

犌 ３６ ３３ ８．３３％

犎 ４５ ４０ １１．１１％

∑ １２２９ １０８２ １１．９６％

　　对剔除后样点按照§１．６中的方法进行插

值，取犓＝５０，犽＝８，得到每个３０ｍ×３０ｍ规则

格网的价值。从实验区样点中随机选择１００个样

点，样点分布见图２，对插值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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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４。

图１　匀质区域划分

Ｆｉｇ．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

ｅｏｕｓＡｒｅａｓ

　　

图２　参与比较分析

的样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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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中列出了１０个样点的插值结果对比，均

方差值为对１０８２个样点统计的结果。从样本点

的插值结果来看，无论是相对误差还是均方差，误

差均在有效范围以内，插值结果可靠。对相对误

差较大的点进行分析，相对误差较大的样点所处

位置的交通路网状况均不好，反映了３个方面的

问题：① 本文的插值方法较依赖于交通路网数据

编辑的质量；② 本文方法的插值结果能够反映交

通路网质量对地价分布的影响；③ 本文方法考虑

了阻隔地物对地价分布的影响。

表４　插值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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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点ＩＤ 评估价格 结果 本文方法相对误差 均方差

８ ２１０００ ２０９２３ ０．０２％

８１ １５６３４ １５６８０ ０．２２％

１２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９０ ０．５１％

１５２ １３４８８ １３５８３ ０．９３％

１８６ ６８８５ ６７９５ １．３５％

… ２７２．８７

１４２ ６８１１ ６７６０ ０．７５％

１１４４ １２７０５ １２６１１ ０．４５％

１１７７ ５１９４ ５２３６ ０．８０％

１２１５ ２６０１８ ２５９２１ ２．３１％

１２２０ １６７５６ １６６５４ ０．６９％

　　如图３，由于采用最短路径距离进行插值计

算，在河流中的网格地价插值结果为０，解释了阻

隔地物对于地价扩散的影响。从宏观上来看，插值

结果反映了样点价格的整体分布趋势；微观上，针

对某一个具体的街区内部则未能反映商业地价沿

着道路向两边呈现指数型衰减的这种特点，可见本

文提出的方法在微观地价分析中尚有局限性。

格网地价与不规则多边形图层叠加分析后，

多边形要素的地价指标值由其所覆盖的规则格网

地价平均值决定。为便于地价分布显示，本文根

据各多边形地价值以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１／

１００为间隔进行频率直方统计，生成的频率直方

图见图４。

图３　插值后的

格网地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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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地价频率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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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然断裂法对指标值进行分级，分级结

果以多边形评价单元表现（见图５）。

图５　土地定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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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的定级结果来看，高地价地区沿南京

路、淮海路两条商业街中心向外辐射；陆家嘴地

区、徐家汇地区地块具有较高的地价等级；苏州河

南岸比北岸出现了明显的高地价走势。结果较符

合实际情况，基本和城区主要商业中心分布一致。

多边形由道路、河流、境界所围成，因此，很容易根

据级别图返回各级别的界线，主要为道路、河流和

境界。

对级别内多边形地价根据式（６）测算级别均

价，结果如图６。

图６　土地级别均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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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用地土地级别平均价格分布图中可以

看出，对商业用地初步划分的土地级别，级差收益

明显，不仅在区位条件方面反映了土地质量的差

异，而且也从经济效益方面反映了土地质量的差

异，各级别内多边形评价单元数目分布也较符合

正态分布的规律，这说明商业用地的土地级别划

分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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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充分考虑了城市中阻隔地物对地价扩散

方式的影响，将基于交通路线的最短路径距离引

入到样点地价的空间插值分析中。在基本评价单

元划分上，将面状矢量单元和规则格网单元相结

合，既简化了计算过程，又使定级结果符合地理实

体间的界线。基于二次趋势面的样点异常点剔

除，有效地剔除了与样点整体分布差异较大的样

点异常值，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地价结果造成的负

面影响。在匀质区域的划分中，将最短路径距离

引入犽ｍｅａｎｓ聚类模型也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实

验结果证明，在土地交易实例样点丰富的大城市，

本文方法过程透明，结果科学。该方法在２００８年

上海市基准地价更新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ｉｕＹ，ＭａｒｔｉｎＭ，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

Ｕｒｂａｎ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ａｄｉｎｇ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Ｔｈｅ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ｆｏｒ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ＧＩ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Ｇｅ

　 　ｏｌｏｇｙＩＩＩ，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２００３

［２］　吴群．略论城市土地以价定级［Ｊ］．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２００１，１１（５）：１５１７

［３］　刘耀林，傅佩红．Ｋｒｉｇｉｎｇ空间分析法及其在地价

评估中的应用［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４，２９（６）：４７１４７４

［４］　周国新，关兴良，邓羽．基于数据场的以价定级方

法研究［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０９，３４（３）：１６１７

［５］　刘耀林，范延平，唐旭．最短路径方法在土地定级

中的应用［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５

（６）：５１０５１５

［６］　樊雅婷，杨建宇，朱德海，等．基于阈值的城镇土

地定级距离衰减模型［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

学版，２００８，３３（３）：２７７２８０

［７］　易华蓉．基于最短路径和样点插值的城市基准地价

ＧＩＳ系统［Ｊ］．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０９１１２

［８］　ＦｌｏｙｄＷＲ．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９７：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Ｊ］．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Ｍ，１９６２，５（６）：３４５

第一作者简介：王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评价

与土地信息系统、数字城市等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ｑｉｗｅｉ０１＠２１ｃｎ．ｃｏｍ

犘狉犻犮犲犅犪狊犲犱犕犲狋犺狅犱犳狅狉犔犪狀犱犌狉犪犱犻狀犵犪狀犱犅犲狀犮犺犿犪狉犽犔犪狀犱犘狉犻犮犲

犈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犻狀犵犛狆犪狋犻犪犾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犔犪狀犱犘狉犻犮犲

犠犃犖犌犠犲犻１　犙犻犠犲犻
１
　犆犎犈犖犖犲狀犵犮犺犲狀犵

１
　犢犃犖犌犌狌狅犮犺犲狀犵

２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ｒｓＣｏ．，Ｌｔｄ．，２０１Ｌａｏ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ｅｗｐｒ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Ｖｅｃｔｏｒｇｒｉｄｈｙｂｒｉｄｍｏｄｅ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ｉｃｉｄｅ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ｅｌｌ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ｅｕｓｅ

ｔｒｅ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ｎ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

ｕｓｅｄ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ｄ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ｄｏｓｏｍ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ｔｈｅｌａｎｄ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ｇｅｔｔｈｅ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ｆｏｒｅａｃｈｇｒａｄｅ．Ａｔｌａｓｔ，ｗｅ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ｏｓｈｏｗ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ｉｔｙｏｆｏｕｒｍｅｔｈｏ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ｔｒｅ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ｐｒ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Ｗｅ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ＣｙｂｅｒＣｉｔｙ

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ｑｉｗｅｉ０１＠２１ｃｎ．ｃｏｍ

１５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