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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常见的交通成本模型和特

征价格模型对数据要求较高，因

此，利用类比分析方法探讨预估新

兴轨道交通城市新建项目对周边

房地产价格的增值作用。首先分

析了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初选

7个类比指标，结合相关性分析及

回归分析将人均GDP和人均消费

支出作为最终类比指标。以南京

市地铁项目为实例，详细介绍了类

比分析法的应用步骤，将南京与北

京、上海、深圳、成都几个城市进行

类比，得到南京市轨道交通对周边

房地产价格的增值效益值。结果

表明，与其他常用方法相比，类比

分析法普遍相对误差为18%以内，

且对数据要求较低，操作简单，特

别是对于轨道交通建设处于起步

阶段的城市，这一方法可发挥最大

的优越性。最后，提出类比分析法

的缺陷及在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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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普遍面临建设资金紧缺、营运收支严重

失衡等难题。然而，轨道交通的发展能够明显地改善周边地区的可达

性，促进周边土地高密度开发与经济繁荣，进而促使周边房地产升值[1]。

可见，若将轨道交通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转为其内部效益，可有效减

轻建设与经营负担、促进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因此，科学

分析轨道交通与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交通成本模型(Travel Cost Model, TCM)、

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 Price Model, HPM)等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评估轨



城市交通 第8卷 第3期 2010年5月

道交通项目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2]。这些方法

具有较健全的理论基础，然而对数据要求较高。

对于未建或在建轨道交通项目的城市，项目建设

的预期效果可能未被市场及时消化，即轨道交通

对沿线房地产价格的增值效用未显现出来。因

此，难以收集有关数据应用上述模型获得量化分

析结果，需要寻求其他可行的方法。本文提出采

用类比分析法预估新建轨道交通线路对周边房地

产价格的增值作用，并以南京市为例，介绍类比

分析方法的详细步骤。

1 类比对象选择

不同城市轨道交通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存在

差异，这种差异主要取决于城市之间的差别。因

此，在一定条件下，可根据影响效应与城市特点

之间的关系，获得轨道交通与周边房地产价格之

间的联系。即通过对不同城市的发展特点进行分

析，选定类似城市作为类比对象，根据已有研究

结论推求某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

响结果。类比城市必须满足2个基本条件：1)具有

已建或在建轨道交通项目；2)轨道交通对沿线房

地产价格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历史统计数据可

以获得。

目前，已建或正在建设轨道交通项目的城市

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台北等。

此外，国内已有相当多的研究针对这些城市轨道

交通与周边房地产价格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本

文以南京市地铁为例，依据类比城市的 2个基本

条件，选择北京、上海、深圳、成都和西安 5个

城市作为类比对象。并结合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

素，选择与轨道交通沿线房地产价格关系紧密的

类比指标，结合历史统计数据，确定最终的类比

对象。

2 类比指标选定

2.1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经济

因素、区位因素、邻里因素、结构因素和消费者

特征因素[3]。

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GDP、利率、物价变动等。其中，人均GDP是衡

量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均GDP的增

加意味着社会发展，市场对房地产的总需求不断

扩大，致使房价上涨；利率水平、物价变动等其

他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市场。

区位因素是指房地产所在地区处于城市中相

对位置的特殊性，主要包括房地产的供求、相对

区位和交通便捷性三个方面。房地产供求状况是

影响房地产价值的本质因素，供求不平衡就会造

成价格波动；相对区位是指由地区的自然条件与

社会经济、行政因素相结合所形成的区位条件，

如距离市中心或商业区的距离等；交通便捷性的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交通可达性的改善使影响区

域内的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

邻里因素主要指房地产所在区域的经济、社

会、自然环境以及配套设施特征，如小区周围绿

化、公共基础设施(商场、公园、学校等)、道路

交通状况等。

结构因素是指房地产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

开发项目的特点(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形式等)

和交易单元自身特征(房屋面积、朝向、楼层等)。

消费者特征因素是指消费者的收入、年龄、

家庭构成等。随着收入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有

更高的要求，对于房地产商品主要体现在对居住

质量的要求会提高。因此，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

水平能很好地反映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年

龄、家庭构成以及消费者心理的差异，同样也对

房地产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2.2 类比指标初选

基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同时考虑

数据的可收集性，选取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者特

征以及房价波动特点三个因素共 7 个类比指标。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生活水平以及消费

水平、消费习惯，从而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情

况，从本质上影响房地产价格。本文选取可直接

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和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作为区域类比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

者特征指标，这些指标具有相对直观且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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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特点，满足数据可采集性的要求[4]。为了获

取更多有关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信息，引入反映

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指标：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和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此外，在数据调查及处理、类比城市研究成

果总结分析的过程中，还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例

如，考虑区位因素，将城市划分为中心区、近郊

区和远郊区 3个区域范围；考虑邻里因素，将地

铁沿线房地产按不同距离划分影响区域。

2.3 类比指标筛选

从全国各省市统计局网站收集北京、上海、

深圳、南京、成都和西安6个城市7个类比指标以

及房地产平均售价的历史统计数据(1999—2007

年)。对 7个类比指标与房地产平均售价进行相关

性分析，见表 1。可以看出，人均GDP、人均可

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均与房地产价格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显著性水平<0.01，相关系数>0.8)。

为了进一步确定各类比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

影响程度，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 = β0 +∑
i=1

7

βiVari，

式中：y为房地产平均售价；β0为常数项；β i (i =

1，2，…，7)为待估参数；Vari (i = 1，2，…，7)

分别为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

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土地交易价格指数、房

屋销售价格指数、房屋租赁价格指数。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上述 7个指标进一

步筛选，被解释变量为房地产平均售价。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2，此处略去逐步筛选指标的过程，仅

给出最终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与人均消费

支出均对房地产价格有显著作用，这一结论与实

际情况一致。此外，分析结果表明，其他指标不

能从统计意义上显著地影响房价。鉴于分析数据

样本有限，本文并未对各影响因素与房价内部复

杂的作用关系深入探讨，仅从统计学角度选取最

终的类比指标，即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中的人均

GDP和消费特征因素中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类比

指标。

3 类比系数确定

由于各类比指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不

同，在计算两城市之间的类比系数时，需要比较

各指标的重要性，确定其权重。各指标量纲不尽

相同，根据表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5－6](β1 = 0.720，

β2 = 0.229)，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ω1 = β1/( β1 + β2))

计算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权重，计算结果

分别为ω1 = 0.759，ω2 = 0.241。

计算目标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类比系数K

以确定最终的类比对象：

指标

皮尔森相关系数

显著性水平(双尾)

房地产平均售价

1.000

人均GDP

0.917①

0.000

人均可支配
收入

0.855①

0.000

人均消费
支出

0.850①

0.000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0.359①

0.008

土地交易
价格指数

0.082

0.556

房屋销售
价格指数

0.383①

0.004

房屋租赁
价格指数

0.060

0.665

表 1 各类比指标与房地产平均售价的相关系数

Tab.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nalogy indices and average price of real estate

① 相关重要性水平为0.01(双尾)。

变量

(常数)

人均GDP

人均消费支出

－261.294

0.102

0.133

B 标准误差

370.771

0.015

0.061

0.720

0.229

标准化系数

β
t统计量

－0.705

6.832

2.174

显著性水平

0.484

0.000

0.034

非标准化系数

表 2 房地产价格回归系数

Tab.2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real estat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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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1, i，K2, i分别为南京市人均GDP和人均消

费支出与城市 i的类比系数；GDPavg, A，Costavg, A分

别为南京市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支出2003—2007

年数据的平均值；GDPavg, i，Costavg, i (i=1,2,…,5)分

别为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人均GDP和

人均消费支出 2003—2007年数据的平均值；ω1，

ω2分别为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权重；Ki为

南京市与城市 i的类比系数。

类比系数计算结果见表3，南京与北京的类比

系数相对较接近1，说明这两个城市在一定意义上

比较相似，可作为类比城市。为了得到更详尽、

更准确的分析结果，选用单一类比城市难以满足

要求。因此，在研究南京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

产增值效应的过程中，可综合考虑多个城市的类

比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研究结论单一、

数据不足、类比指标考虑不全等方面带来的误差。

4 类比分析方法

类比分析主要分两个步骤：首先，对利用常

用定量方法评估类比城市轨道交通增值效应的研

究成果进行归纳分析；然后，根据类比系数推出

新建轨道交通城市的结论。

4.1 类比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

增值效应计算

考虑相关研究成果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以

及城市间的类比系数，选择北京、上海、深圳、

成都及南京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分析，分析结果

作为后文推求目标城市增值效应的依据。轨道交

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具有空间与时间上的双重效

应，其中，空间范围包括房地产所处区位(中心

区、近郊区与远郊区)、与地铁车站的距离(0~500 m

与 500~1 000 m)；时间范围指地铁施工期(开工到

通车前)。

针对北京[7－9]、上海[10－13]、深圳[3]、成都[14－15]以

及南京[16－18]几个城市，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利用交

通成本模型、特征价格模型、地价函数法等常规

定量方法分析轨道交通项目与周边房地产价格的

关系。对这几个城市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搜集、

整理与分析，得到这些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在施

工期对不同影响区域内房地产价格的空间与时间

效应

式中：α为空间效应/%，指在同一时期轨道交通

影响区域内的房地产相比其他区域的增值；

PriceDi
，PriceD0

分别为同一时间、不同影响区域Di

和影响范围以外区域D0的房地产价格；β为时间

效应/%，指在施工期轨道交通影响区域内房地产

的增值；PriceTj
为某影响区域内房地产在不同时间

点Tj ( j为立项、规划、开工、通车等)的价格，文

中 Tj指通车时间；T0为基准时间点，文中指开工

时间。计算结果见表4。

4.2 目标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

增值效应计算

根据表 4 及南京市与这些城市的类比系数，

进一步分析南京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

K1,i =
GDPavg, A

GDPavg, i

，

K2,i =
Costavg, A

Costavg, i

，

Ki = ω1K1, i + ω2K2, i，

α =
PriceDi

－PriceD0

PriceD0

×100，

β =
PriceTj

－PriceT0

PriceT0

×100，

类比指标

人均GDP

人均消费支出

加权

类比系数

K1,i

K2,i

Ki

北京

0.81①

0.78②

0.81

上海

0.71

0.75

0.72

深圳

0.60

0.58

0.59

成都

1.67

1.10

1.53

西安

2.22

1.27

1.99

表 3 南京市与其他城市的类比系数

Tab.3 Analogy coefficient of Nanjing with other cities

① K1,北京 = 0.81表示南京市的人均GDP是北京市的0.81倍；② K2,北京 = 0.78表示南京市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北京市的0.7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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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α南京 = α其他K，β南京 = β其他K。计算结果见表5，

对分析结果进一步处理，可得到南京市轨道交通

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时空效应，即在施工期内轨

道交通对不同影响区域房地产价格的增值作用。

4.3 误差分析

为了验证类比预测结果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将利用北京市数据类比得到的南京市增值预测值

与表 4中利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见

表6。利用类比方法得到的预测值大体与其他定量

方法的结果相近，除了近郊区500~1 000 m的空间

效应预测值差别较大(相对误差为 54.21)，其他区

域预测值的相对误差均为 18%以内。预测结果的

误差来源有多种，如预测方法的差异、数据量不

足、研究结论的误差、不同城市复杂社会因素(如

政策)的影响等。对于新建轨道交通城市，任何一

种社会因素都可能对该城市的房价造成很大影

响。因此，类比分析结果只能从宏观角度为新建

轨道交通及周边土地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5 结语

与TCM、HPM等常用的定量分析模型相比，

类比分析方法较为简单，可操作性较强，可获得

与常用模型预测较为相近的结果。对于没有其他

已建线路作为参考的新建轨道交通城市，无法获

得新建线路沿线房地产价格增值的统计数据，同

样也无法运用上述常用定量分析模型评估轨道交

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增值效用。在这种情况

下，类比分析方法可发挥其最大的优越性，能够

利用容易采集的几项类比指标推求出增值效益。

因此，类比分析方法特别适用于这些城市轨道交

通对周边房地产的增值研究。

但是，类比分析法也存在缺陷，在应用过程

中应注意以下方面：

1) 类比对象之间不仅存在同一性，而且存在

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根据，而差异性则

限制了类比结论的可靠性。若类比指标考虑不够

周全，两个差异较大的城市被选为类比对象，得

类比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南京

6.75

0~500 m
β

6.30

5.00

β

8.00

12.27

16.95

6.12

7.59

500~1 000 m

6.00

21.59

4.80

5.03

10.57

0~500 m

10.00

－16.12①

23.03

9.39

6.85

β

13.00

26.00

11.23

10.68

500~1 000 m

9.00

2.68

9.55

0~500 m

15.00

4.83

19.42

α

近郊区中心区 远郊区

α α

表 4 各城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增值效应

Tab.4 Value-added benefits of rail transit on adjacent real estate price in different cities %

① 由于被研究地段的交通比较发达，对轨道交通的依赖性不强，而轨道交通的施工导致该区域的出行不便，因此该地段的
房价增幅呈下降趋势。

类比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10.31

0~500 m
β

9.63

β

6.45

8.84

10.02

17.17

500~1 000 m

4.84

15.56

2.84

7.69

0~500 m

8.07

－11.62

13.61

14.36

β

10.49

18.74

17.17

500~1 000 m

7.26

1.93

14.60

0~500 m

12.10

3.48

29.68

α

近郊区中心区 远郊区

α α

表 5 南京市轨道交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增值效应预测值

Tab.5 Forecasting on value-added benefits of rail transit on adjacent real estate price in Nan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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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结果将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可见，类

比指标以及类比对象的选取非常关键。

2) 类比方法的逻辑根据不够充分，因为相似

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轨道交

通对周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是否与城市发展特点

密切相关，与其中的哪些方面最为紧密？这个问

题的答案是类比结论真实性的重要决定因素。因

此，必须准确掌握对象属性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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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类比

其他

0~500 m
β

5.00

β

6.45

7.59

500~1 000 m

4.84

10.57

0~500 m

8.07

6.85

β

10.49

10.68

500~1 000 m

7.26

0~500 m

12.10

α

近郊区中心区 远郊区

α α

表 6 类比分析法与其他方法预测结果比较

Tab.6 Comparison on forecasting results obtained by analogy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

① 绝对误差 = |类比－其他|；②相对误差 = |类比－其他| / 其他 × 100%。

绝对误差①

相对误差②

1.14

14.98

5.73

54.21

1.22

17.76

0.1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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