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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ＧＩＳ技术与区域经济学中的梯度推移理论相结合，研究了北京城区住宅地价的时空推移规律。结

果表明，北京市住宅地价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因素对地价的影响较大。该梯度推移趋势主要与土地

供应、轨道交通的建设、奥运会的影响及城区功能的转变等因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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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梯度推移理论最早来源于德国经济学家的农

业圈理论［１］，Ｋｒｕｍｍｅ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区域

发展梯度理论［２］。由于国家或地区经济技术发展

的不平衡，便产生了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梯

度推移，而且梯度推移是有序的［３］。一些学者分

析了该理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并将

该理论在我国的西部开发［４］、长三角城市群经济

整合发展［５］、大连地区经济发展［６］等方面进行了

应用。目前很少有人将该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

北京市的住宅用地平均出让价格从２００１年

的２２５５元／ｍ２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６９１元／ｍ２，新

增的住宅用地主要从二环内区域扩展到了五环外

区域。另外，ＧＩＳ技术被证明是研究住宅地价空

间分布规律非常有效的手段［７９］。因此，本文将梯

度推移理论与ＧＩＳ相结合，探讨了住宅地价的时

空扩散规律及原因，能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房价地

价调控政策提供技术指导。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划分及数据来源

北京市城区按照环线范围分为二环内区域、

二环外（二环至三环）区域、三环外（三环至四环）

区域、四环外（四环至五环）区域和五环外区域；本

文研究范围为城区二环内至五环外的区域，不包

括六环外的远郊区县。

本文的地价数据来源于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普通住宅项目土地出让数据，以

及北京市土地整理中心历年的挂牌出让项目用

地，共收集到样本１０２５个，剔除了部分补办协议

出让、旧城改造项目、绿隔项目等，最终采用的样

本数为８５１个，各年份具体样本数见表１，部分年

份的样点分布见如图１。本文采用的工作底图是

２００７年北京市交通旅游图矢量化后的地图，根据

各样本点的实际位置，将数据以年为单位进行整

理，利用Ａｒｃｖｉｅｗ软件建立了住宅出让地价数据

库。土地出让中的地价形态主要有出让金、毛地

价和熟地价３种，在这三者中毛地价更能反映地

价空间变化规律，但考虑到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

图１　部分年份北京市住宅出让土地样点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ｏｆＲｅｍｉｓｅ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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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中缺乏毛地价数据，本文采用了楼面熟地价

进行分析。本文中的楼面熟地价＝出让的熟地土

地总价／规划建筑总面积＝出让的熟地土地单价／

规划容积率。

１．２　数据修正

１．２．１　容积率修正

根据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楼面熟地价与容积率

的关系，需要将现有样点的地价均修正到容积率

为２的情况，修正公式为
［９］：

犽＝

０．０３４６狉２－０．３３５８狉＋１．５３３，０．１≤狉≤４．０

－０．０３７狉＋０．８９２，狉＞４．｛ ０

（１）

犣２ ＝犣狉／犽 （２）

１．２．２　时间修正

考虑到各年度样本点的个数较少且分布不

均，本研究采用“三年移动修正平均法”，即２００１

年样本，２００１年修正到２００２年样本＋２００２年样

本，２００１年修正到２００３年样本＋２００２年修正到

２００３年样本＋２００３年样本、…、２００７年修正２００９

年样本＋２００８年修正到２００９年样本＋２００９年样

本，从而形成了９个年度的时间序列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国土资源部的地价动态监测系统发

布的北京市历年地价指数，对其进行容积率和日

期修正，将修正后的数据作为本文的研究数据。

１．３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统计学、ＧＩＳ技术与区域经济学中

的梯度推移理论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应用 ＧＩＳ

将地价数据投影到平面空间，根据梯度理论计算

了北京市住宅地价的梯度系数；然后应用地统计

学方法得到了住宅地价的空间结构模型，并对未

知点进行插值，应用ＧＩＳ绘制了不同时期地价的

空间分布图，再利用ＧＩＳ的叠置功能分析了北京

市住宅地价时空分布的推移规律。

在单变量为实值函数的情况下，数学中的梯

度只是导数或线性函数中的斜率，区域经济学中

的梯度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１０］。本文

中的梯度是指北京市不同区域间地价水平上的差

异，按照数学上的梯度概念，梯度系数可以用指标

值之差与空间距离的比值衡量［５］：

犜犻犼 ＝
狔犻犼－狔犼
Δ狓犻

（３）

式中，犜犻犼表示犻地区地价指标相对中心地区的梯

度系数（元／ｍ２／百米）；狔犻犼代表对比区域如二环

外、三环外等区域的历年地价平均值（元／ｍ２）；狔犼

表示中心区域即二环内区域的历年地价平均值

（元／ｍ２）；Δ狓犻是对比区域与中心点（以天安门广

场为中点）之间的平均距离（百米），因为各对比区

域均为环状区域，因此，本文分别计算各对比区域

距离中心点的８个方向的平均距离（图１），以该

距离（百米）作为Δ狓犻。

１．４　数据处理

北京市住宅地价的常规统计分析采用了

ＳＰＳＳ软件，利用 Ａｒｃｖｉｅｗ 软件确定了２００１至

２００９年数据样点的具体空间位置。应用ＧＳ＋软

件对不同时期的地价进行了地统计学分析，对图

形绘制及住宅地价时空梯度推移规律的分析采用

了ＡｒｃＧＩＳ软件。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同时期住宅地价的统计特征值

样本的常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经ＫＳ正

态性检验（犘＞０．０５）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住宅

地价均服从正态分布。住宅地价均值为２２５５～

４６９１元／ｍ２，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明显增加的趋

势。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住宅地价的范围也明显不同，

最小值稳定在１０００元／ｍ２之下，最大值从２００１

年的６６２３元／ｍ２增长至２００９年的１２９２８元／

ｍ２，随着时间的递增，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呈上

升趋势。从变异系数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变异系

数变化不大，在０．４６～０．５４之间，均属于中等变

异强度。而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变异系数在０．６４～

０．７１之间，要明显大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这与２００６

年后北京为举办奥运会所进行的城市局部地区交

通的修建改善有关。

表１　北京市２００１～２００９住宅地价的常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ｍｉｓｅ

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９

年份 样本
最小值

元／ｍ２
最大值

元／ｍ２
均值

元／ｍ２
变异

系数

ＫＳ

犘值

２００１ １１５ ３２５ ６６２３ ２２５５ ０．５３ １．７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９ ６３４ ６７４５ ２３０５ ０．４９ ０．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１２ ３２７ ６７８５ ２３５１ ０．５１ １．９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５ ６２１ ６９５５ ２８５５ ０．４６ １．４６

２００５ ７３ ９２１ ７２７８ ３０１６ ０．４７ １．３８

２００６ ８７ １８６ ８１０２ ３２０９ ０．５４ １．５４

２００７ ７９ ３５８ １０５０５ ３９２１ ０．７１ １．６４

２００８ ８５ ２２７ １１０６０ ４１６４ ０．６７ １．６３

２００９ ８６ ９１３ １２９２８ ４６９１ ０．６４ ２．１８

２．２　北京市住宅地价的时空结构特征

在选取住宅地价空间分布的半方差函数模型

时，首先计算出狉（犺）犺的散点图，然后用不同类

型的模型进行拟合，得到模型的３个参数———块

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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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值、基台值和变程。选取决定系数最好的模型，

本研究均选取球状模型来描述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北

京市住宅地价的空间结构，其模型参数如表２所

示。表２中的犆０为块金值，表示由随机部分引起

的空间异质性［１１］，在这里主要指由于宗地个别因

素造成的地价差异；Ｓｉｌｌ为基台值，变程也叫空间

最大相关距离。犚２为决定系数，所有半方差函数

模型的犚２均在０．９０以上，说明模型的选取符合

空间插值的精度要求。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住宅地价的变异函数模型及参数

Ｔａｂ．２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ｍｉｓｅ

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９

年份
块金值

犆０

基台值

Ｓｉｌｌ

块基比

犆０／Ｓｉｌｌ

变程

ｋｍ

决定系数

犚２

２００１ ０．０９０６ ０．３６８２ ０．２４６ １７．７ ０．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０．０５２ ０．３８３ ０．１３６ ２０．２ ０．９９９

２００３ ０．０６５５ ０．３４５ ０．１９０ １６．７ ０．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０．０４３６ ０．３０３２ ０．１４４ １８．４ ０．９９９

２００５ ０．０６４ ０．２９５ ０．２１７ ２０．２ ０．９９７

２００６ ０．１５１ ０．５８１ ０．２６０ ２０．５ ０．９８２

２００７ ０．１４２ ０．５９ ０．２４１ １９．９ ０．９６９

２００８ ０．０８６ ０．９７３ ０．０８８ １８．４ ０．９９６

２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４３５ ０．０５７ １８．８ ０．９９９

　　由表２可见，不同时期的住宅地价在一定范

围内均存在空间相关性。变程随时间的变化总体

表现为先升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先从２００１年的

１７．７ｋｍ增加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约２０ｋｍ，然后

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８．８ｋｍ。犆０／Ｓｉｌｌ（块基比）表

示由随机因素所引起的异质性占总的空间异质性

的程度［１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块基比范围为５．７％

～２６％，均小于３０％，说明北京市住宅地价的空

间异质性由区域因素引起的占主导地位，住宅地

价存在着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格局，个别随机因素

对地价的影响较小。

２．３　北京市住宅地价的梯度系数分析

利用式（３）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

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各环线区域相对于中心区域（二

环内区域）的地价梯度系数（表３）。由表３可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间二环外和其他地区的梯度系数

均为负值，表明二环内区域在整个期间属于高地

价中心区，并与其他区域形成梯度格局。随着时

间的推移，各环线区域与中心区域之间的梯度之

差也发生变化。从各环线区域的年度之间的梯度

差来看，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各区域的梯度差均在２．０

以内，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间各区域地价均呈缓慢

增长之势，无剧烈变化；２００５年，二环外区域梯度

差最高，表明在２００５年间二环外区域地价增长最

快；２００７年间三环外区域的梯度差最高，表明该

年份三环外区域地价增长最快；而２００８年间四环

外区域的梯度差最高，到２００９年，五环外的梯度

差最高，表明２００８年间四环外区域地价增长最

快，２００９年间则是五环外区域地价增长最快。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北京市城区各区域相对于中心区域的地价梯度系数表／（元／ｍ２／百米）

Ｔａｂ．３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Ａｒｅａｔｏ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ｍｉｓｅ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ｉｎ

Ｕｒｂａ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ｔｏ２００９

年份 二环内 二环外 梯度差 三环外 梯度差 四环外 梯度差 五环外 梯度差

２００１ ０ －１１．５ # －１９．９ # －１７．２ # －１５．３ #

２００２ ０ －１１．３ ０．２ －１８．７ １．２ －１７ ０．２ －１５．２ ０．１

２００３ ０ －１１ ０．３ －１７．９ ０．８ －１７．７ －０．７ －１５．６ －０．４

２００４ ０ －１０．２ ０．８ －１６．２ １．７ －１８．４ －０．７ －１６．３ －０．７

２００５ ０ －８．１ ２．１ －１４．３ １．９ －１６．７ １．７ －１７．４ －１．１

２００６ ０ －６．５ １．６ －１２．７ １．６ －１６．１ ０．６ －１８．１ －０．７

２００７ ０ －４．３ ２．２ －８．６ ４．１ －１４．５ １．６ －２０．３ －２．２

２００８ ０ －２．８ １．５ －６．１ ２．５ －１０．６ ３．９ －１９．６ ０．７

２００９ ０ －１．８ １ －３．４ ２．７ －７．６ ３ －１４．５ ５．１

　　从梯度差的变化情况来看，２００５年二环外区

域地价涨幅最快，２００７年三环外区域地价涨幅最

快，２００８年四环外区域地价涨幅最快，２００９年五

环外区域地价涨幅最快，表明从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间，地价涨幅最快的区域从二环外区域到三环外

区域再到四环外区域，区域的地价上涨幅度客观

上存在着梯度转移规律，五环外区域成为了一个

地价涨幅最快的区域。五环外区域因其土地供应

充足、更适合于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等种种优点将

会成为住宅用地开发的重点，住宅用地开发将逐

渐进入“五环外时代”。

２．４　北京市住宅地价的梯度推移规律

根据前面得到的变异函数模型，利用Ｋｒｉｇｉｎｇ

最优内插法对未知点进行了估值，并绘制了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住宅地价的空间分布图（图２）。从图中

可以发现北京市住宅地价的几个明显特点：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北京城区住宅地价的分布沿环线呈明

显的圈层分布，表明地价受环线的影响较为明显；

４８４



　第３７卷第４期 　　　李　玲等：梯度推移理论和ＧＩＳ在北京城区住宅地价时空推移规律中的应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高地价的南北分布现象明显。从

时间来看，地价的增长变化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

现象，由中心区向四周扩散，具体表现在：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年期间北二环内区域一直处于高价位中心，

２００５年二环外部分区域地价涨幅较快，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在二环内区域保持较高价位的同时，地价

上涨较快的区域由中心区开始向四周扩散，２００６

年二环外和三环外的局部区域地价上涨较快。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期间地价上涨较快区域向四周扩散

推移的现象更加明显，２００７年推移到东三环区

域，２００８年推移到北四环外区域，２００９年快速推

移到北五环内外和南三环外区域。图２所反映的

地价的空间变化规律与表３所反映的地价梯度差

的规律基本一致，均明显地反映出北京市住宅地

价的增长幅度较大的区域随时间呈明显的由内环

向外环的梯度推移规律。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低地价由低到高逐级上升，低

地价的分布区域逐渐缩减。具体表现为：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年期间地价在２０００元／ｍ２以下的区域主要

分布在长安街以南三环外和北边四环外的大部分

区域，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期间地价在２０００元／ｍ
２以

下的区域分别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开始缩小，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期间地价低于２０００元／ｍ
２的分布区

域进一步缩减，至２００９年仅朝阳区和丰台区局部

区域的地价低于２０００元／ｍ２。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地

价的北高南低现象较明显，地价增幅较大的土地

大多分布在长安街以北的区域。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中，长安街以南的区域地价出现快速增长的现

象，这与近年来南部地区由于政策的倾向、土地供

给较北部地区充足、基础设施及轨道交通条件的

改善等因素的影响有关。南部地区地价涨幅明

显，南北城均衡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

图２　北京市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地价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ｏｕｒＭａｐｓｏｆＲｅｍｉｓｅ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ｒｏｍ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２．５　北京市住宅用地地价的梯度推移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北京市住宅地价的增长

幅度呈明显的梯度推移趋势，该趋势主要与土地

的供应、轨道交通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

及奥运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１）土地供应的影响。二环内区域用地一直

紧张，特殊的核心位置使其寸土寸金。四环外、五

环外区域，由于土地取得成本较低、土地供应充分

等原因，更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而成为住

宅开发用地的首选。在２００２年出台了商品住宅

必须采用招标等土地供应方式的规定，使得对这

些区域的竞争加剧，客观上推动了这些区域住宅

地价的大幅度上涨。

２）轨道交通的建设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及五环路与各轨道交通所编

织新交通网的贯通，为住宅地价梯度性向外推移

提供了可能。如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东三环、东四环附

近地价增长迅速，高地价纷纷出现，与地铁八通线

的改善有一定的关系。２００９年丰台区的地价涨

幅明显，与４号线开通带来的交通条件的改善有

很大关系。

３）奥运会的影响。２００８年奥运会顺利举

办，北四环区域以北区域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

护设施、绿化环境等方面大幅度地改善提高，促使

了北四环、北五环内外区域地价的大幅度增长，在

图２中的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北四环至北五环外区

域地价的涨幅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成片分布，可

以明显看出奥运会对于地价高速上涨的促进作

用。

４）城区功能的转变。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区

的功能亦逐渐发生变化。就二环内区域而言，旧

城区的拆迁改造基本完成，但中心城区的土地被

大面积释放之后，不再新建商品住宅了，而是进一

步强化该区域的首都核心区功能。二环内城区的

这种住宅功能弱化、核心区功能进一步强化的趋

势将住宅用地挤出二环内区域，逐渐向三环外、四

环外区域推移，从而形成了地价增长的梯度性推

移现象。

３　结　语

１）通过对地价的空间结构分析发现，住宅地

价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因素对地价的影

响较个别因素对地价的影响要大。

２）建立了地价梯度系数表，并结合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年地价的动态变化发现，地价涨幅较快的区

域由中心区向四周扩散现象明显。北京市住宅地

价涨幅较快区域的空间扩散规律符合区域经济学

中的梯度推移规律。主要表现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期间二环内区域一直为高价位中心，２００５年二环

外部分区域地价涨幅较快，２００７年三环外部分区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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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价涨幅较快，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地价涨幅较快的

区域则快速推移到四环、五环附近区域。而且五

环外区域成为地价涨幅最快的区域，北京市住宅

地价的开发重心将逐渐推移到五环外区域。

本文尝试采用梯度推移理论来分析北京市住

宅地价的时空分布规律，发现北京市住宅地价的

涨幅较快，区域的扩散趋势符合区域经济理论中

的梯度推移理论。研究中发现，土地供应的有限

性、交通状况的改善等因素均对北京市住宅地价

的梯度推移规律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

及其影响程度如何量化等问题，均需要在本文的

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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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ｄｏｗｎｔｏｗｎａｒｅａ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ｍｉｓｅｄｌａｎｄｐｒｉｃｅ；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ｈｉｆｔ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Ｌｉｎｇ，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Ｅｍａｉｌ：ｌｙｈｋｌ＠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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