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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CAMA）可用于房地产评税、银行抵押贷款风险分析、在线房价查询等
多种用途。本文介绍了一种在房地产信息系统中实现批量估价的方法。该方法以多元回归分析为理论基础，
通过数据库二次开发完成评估模型的回归和应用。实验证明，其评估结果符合国际评估师协会（IAAO）对
住房批量估价的要求。由于使用通用的数据库查询语言（SQL），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实践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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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Computer-Assisted Mass Appraisal，简称 CAMA），
是借助计算机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按照一定的评估程序高效率地批量执行房地
产估价的技术[1]。在国外，CAMA 技术经常用于住宅物业税的税基测算中[2]——
计算机根据数据库中存储的可比交易案例资料，通过数据挖掘（Data Mining）手
段得到评估模型，并以此评估每一套应纳税住宅的价值。
除了可用于房地产评税以外，CAMA 技术还有很多应用前景[3]。银行可以利
用它计算并及时更新每一宗抵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LTV），实现风险的动态监
控；经纪人可以在客户询问不熟悉的楼盘或区域时，利用 CAMA 系统为客户进
行初步估价，从而提高服务的水平；评估机构可以将自动估价的结果作为参考；
房地产门户网站可以在 GIS 平台上展现符合用户要求房型的价格，而不再仅仅
是楼盘的均价。
本文介绍一种在房地产信息系统中实现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的方法。该方法
采用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构建批量评估模型，并结合数
据库完成模型的回归和应用。实验证明，其评估结果符合国际评估师协会（IAAO）
对住房批量评估的要求。由于使用通用的数据库查询语言（SQL），该方法具有

较好的实践借鉴价值。
二、批量估价所需的基础数据
基础数据对于房地产估价至关重要，数据质量的优劣决定了评估结果的准确
性。对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而言，基础数据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住房属性数据
和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数据。这两个部分相互独立，通过房屋的唯一编码进行关
联。
（一）住房属性数据
住房属性数据包括房屋所在的小区、楼栋、单元、楼层、房屋的建筑面积、
使用面积、朝向、户型以及楼栋的建筑形式等。收集存量住房属性信息的工作量
大，特别是对于没有建立“电子楼盘表”的小区，需进行系统的调查，对需要评
估住房的状况建立电子化记录。不过，在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完善的城市中，可以
利用国土、房管、建设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建立住房属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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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比案例的交易价格数据
1. 存量房交易流程
住房交易价格数据的收集则更为复杂，这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首先，住

房交易过程持续时间较长，在不同的环节会产生不同的价格，因此“交易价格”
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数据收集渠道也不唯一；第二，房地产交易属于私人市场中
的交易，出于多种目的，交易双方可能倾向于隐藏实际价格，导致不同渠道收集
的数据相互矛盾，难以判断真实的价格。
具体来说，我国存量住房交易过程可分为搜寻、议价、签订合同、抵押评估、
申请贷款、缴纳税费、办理过户、物业交割、放款等若干环节，整个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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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存量住房交易的一般流程

2. 各环节产生的“交易价格”及其特点
可以看到，在交易流程中可能产生多种价格，其中最重要的三者是合同价格、
评估价格和实际交割金额。
从理论上讲，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在买卖双方都充分调
查了解房屋状况、市场行情的前提下，合同价格应当是反映房屋在签约时点价值

的最好指标。但是，由于很多交易环节的税费以合同价格作为计税依据，有买房
者和卖房者通过订立虚假合同减少税负。这种现象在我国并不罕见，有媒体的调
查显示“签阴阳合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绝大部分买房人都会以此来避税”[4]。
因此，如果采用合同价格作为可比案例价格，必须注意核实价格的真实性。
在抵押评估环节，会产生一个由专业评估机构给出的评估价格。这一价格通
常更接近房屋的实际市场价值，但也有报道指出，评估机构同样可能根据买卖双
方的要求调整评估结果[5]。
最后，存量房买卖结算专户中的资金往来情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交易的
金额。但这一金额并不必然等于真实的合同额。这是因为双方不一定约定 100%
的交易资金都通过结算专户划转，例如买受人缴纳的定金就有可能直接以现金支
付给出卖人，而配套家电和装修款项则有可能并入结算专户划转。
三、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的原理和方法
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可采用多种方法，其中最成熟和流行的当属“多元回归
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简称 MRA）。MRA 是分析因变量如何
随着一个或多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统计方法[6]，它的最简单形式是采用普通
最小二乘准则（OLS）的多元线性回归。
（一）采用 OLS 进行回归分析的原理
当采用 OLS 进行回归分析时，隐含的假设是因变量房价 P 和多个自变量 X1、
X2、…、Xm 呈线性关系，即房价 P 的取值总是与 X1 ~ Xm 的某个线性表达式
(b0 + b1 X 1 + ... + bm X m ) 接近。其中的参数 b0~bm 在回归前都是未知的。但是，通过

收集足够数量的可比交易案例样本（每个样本都有 X1~Xm 和 P 的取值），就可以
估计出 b0~bm 最可能的取值。具体原理如下。
假设有 n 个(X1, …, Xm, P)样本，样本数量 n 大于自变量的数目 m。对于第 i
个样本，其因变量 P 取值记为 Pi，其自变量取值记为 Xi1~Xim。“最佳的拟合公
式” 中的 b0~bm 应当使每一个样本的 Pi 与(b0+ b1Xi1+…+ bmXim)的差距（残差）
尽可能小。而衡量回归公式整体拟合程度的标准，对于 OLS 而言，就是所有样

本残差的平方和，如公式 1 所示：
n

min. Z(b0,b1,…, bm) = ∑ [ Pi − (b0 + b1 X i1 + ... + bm X im )] 2

公式-1

i =1

可以证明，使样本残差平方和 Z 取最小值时，(b0,b1,…, bm)应当为：
T
-1 T
(bˆ0 , bˆ1 ,..., bˆm ) T = (X X) X Y

公式-2

公式 2 采用矩阵向量表示，其中：
X = (X1, …, Xn)T

Xi = (1, Xi1, …, Xim)T

Y = (P1, …, Pn)T
利用公式 2，就可通过样本数据 X 和 Y 计算回归公式中 b0~bm 的估计值。
（二）批量估价实践中 OLS 回归的步骤
在批量估价实践中，可以用 OLS 回归分析可比案例交易价格与房屋属性的
关系，得到房价的回归公式，从而用于对其他住房价格的评估。
然而，操作中往往会遇到以下障碍：①有一些房屋属性不是数值型的变量（如
房屋的朝向）；②交易时点也对交易价格有重要影响；③某些房屋属性对于房价
的影响可能不是线性的；④有一些房屋属性对房价没有影响（在统计意义上）。
因此，在实践中使用 OLS 时一般要进行以下步骤。
1. 非数值型变量的转换
有些房屋属性的取值不是数值型的，而是从特定列表中选定一个取值。例如
房屋朝向，一般是在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南北、其他等
10 个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一个。为了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这种属性对住房价格
的影响，需要将其转换为一组虚变量。方法是，对每个可能的选项都设置一个虚
变量；样本属于哪个选项，它对应的虚变量就取 1，其他虚变量均取 0。
以房屋朝向为例，为了将其数值化，需要在基础数据库中添加 10 个虚变量
字段，依次是 DE、DW、DS、DN、DSE、DSW、DNE、DNW、DNS 和 Dother。对于一
个朝南的房屋，DS 取 1，其他 9 个字段均为 0。

在回归前，统计每个选项出现的频率，出现频率最高的选项对应的虚变量不
引入回归模型（避免线性相关），其余虚变量都作为自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
2. 将交易时点转换为自变量
交易时点也需要转化为数值型变量才能引入回归模型，通常采用时间虚变量
法。与上面步骤类似，对每个出现交易案例的月份（或季度）设置一个虚变量。
样本在哪个月交易，这个月的虚变量就取 1，其他月份的时间虚变量取 0。
3. 因变量和自变量的 Box-Cox 变换
有些因素对于住房价格的影响不是线性的。例如房屋所在楼层，一般情况下
中间楼层的房价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 Box-Cox 变换提高拟合效果。
本文采用因变量取对数、数值型自变量加二次项的变换形式。即构造一个房价的
自然对数的字段作为因变量；对每个数值型变量，额外添加一个二次项字段（变
量的平方），也作为自变量一同加入模型。因此，最终的回归模型类似于公式 3
的形式。

Log(P) = b0 + b1X1 + b1’X12 + … + bpXp + bp’Xp2 + c1D1 + … + cqDq

公式-3

其中 X1~Xp 是数值型变量，D1~Dq 是由非数值型属性以及交易时点转化来的
虚变量。
4. 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并不是所有房屋属性都和房价有显著的关系。例如小区总面积和住宅价格的
关系就可能是模糊的，或者说在统计上关系不显著。加入大量关系不显著的自变
量将对回归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对每一个自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去除冗
余的变量。
显著性检验假设因变量的取值 Y 是一个以 Xb 为均值、σ2I 为方差的正态分
布随机变量（向量）。根据公式 2，b 的估计值 b̂ =(XTX)-1XTY，是 Y 的线性函
数，因此 b̂ 也是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可知其均值和方差-协方差矩阵为：

E( b̂ ) = E[(XTX)-1XTY] = (XTX)-1XTXb = b
var.( b̂ ) = var.[(XTX)-1XTY] = (XTX)-1XT (σ2I) X (XTX)-1 = σ2 (XTX)-1

公式-4

公式 4 体现了由于样本具有偶然性，b 的估计结果 b̂ 也会有随机扰动，这个
扰动的标准差被称为标准误差（Standard Error）。如果某个变量系数的标准误差
很大，以至于和估计值本身在一个量级上，那么估计值就丧失了意义。这时需要
重新考虑是否应当引入这个自变量。本文采用“对数似然比检验”考察所有 t统计量（估计值与标准误差之比）相伴概率大于 10%的自变量。如果对数似然比
的相伴概率亦大于 10%，则从模型中剔除这个变量。
（三）批量估价效果的评价
国际评估师协会（IAAO）在 1999 年的《Standard on Ratio Studies》中确定
了几项用于评价批量评估效果的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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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关差 PRD 衡量是否存在与价格相关的偏差——如果 PRD 低于 0.98，

说明评估模型倾向于高估高价住房、低估低价住房；如果 PRD 高于 1.03，说明
出现相反的情况。离散系数 COD 衡量这一批评估相对误差的分布，COD 小于
10 说明相对误差分布在±10%以内。
四、实例
本文采用自行开发的计算机软件 CFMA 实现批量估价。CFMA 可以按照指
定方式从数据库中读取基础数据，并自动完成非数值型变量转换、时间虚变量设
定、Box-Cox 变换以及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确保通过 OLS 回归得到最佳的房
价评估模型。利用回归得到的模型，CFMA 可以对待估案例进行评估，给出评估
价格和置信区间。
（一）收集测试数据
本文收集了 573 条二手住房出售信息作为测试数据。地域涉及北京市 4 个特
定地区，分别是丰台区的青塔地区、赵公口地区、石景山区的鲁谷地区以及海淀
区的玉泉路地区。时间分布在 2011 年的前两个季度。测试数据包括以下字段。
表 2 测试数据的字段设置
字段名称

含义

取值规则 / 备注

ID
FLOORTPYE
PRO_FLOOR
BEDROOMS

案例编号
房屋所在楼层
建筑总层数
卧室数目

FACING

房屋朝向

UNIT_AREA
PRO_DIS
PRO_RING
PRO_AGE
RJL
LHL
SUBWAY
SFEE
JJSYF
STIME
PRICE
APPRICE

建筑面积
所在行政区
环线位置
建筑年代
容积率
绿化率
是否靠近地铁
物业费
是否经济适用房
采样时点
总价
评估价格

流水号
0-低层；1-中间层；2-高层；3-顶层
数值
数值
10-东；20-西；30-南；40-北；13-东南；23-西南；14-东
北；24-西北；12-东西；34-南北
单位：平方米
1-丰台；2-石景山；3-海淀
2-三环内；3-三环~四环；4-四环外
1980；1985；1990；1995；2000；2005；2010
单位：100%
单位：100%
0-没有地铁；1-有地铁
单位：元/平方米/月
0-商品房；1-经济适用房
yyyy-mm-dd
单位：万元，业主（经纪人）报价
用于输出、保存评估结果的字段

本文将上述样本随机分为两个部分，其中 137 条样本作为待评估案例（ID
编为 1~137），另外 436 条样本作为可比交易案例（ID 编为 138~573）。测试数
据所在的表名称为“tbl_cama_sample”。
本文使用 Oracle 10g 数据库引擎存储数据，这与目前大多数城市政府的房地
产信息系统一致。除 Oracle 以外，CFMA 批量估价软件还支持 SQL Server 数据
库引擎和 Jet 引擎。因此部署了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机构也可以使用 CFMA 进
行批量估价；小型企业和个人可以使用 Jet 引擎连接 Excel / Access 数据库。
（二）设定评估模型
打开 CFMA 软件，在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模型，然后在“挖掘模型”菜单
中选择“设定”，即可打开模型设定界面，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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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使用 CFMA 软件设定评估模型的截图

(D)

1. 设定要访问的数据库
在设定的第一步中（图 2.C），需要填写访问数据库的连接字串、可比交易
案例所处的表、筛选条件以及 SQL 格式。
“连接字串”是访问数据库的命令，它告诉 CFMA 软件应当到哪个数据库
中提取数据。具体到某个单位，应当向数据库管理员询问访问本单位数据库的连
接字串①。
“可比交易案例所处的表”，填写上一步准备好的数据表的名称——
“tbl_cama_sample”。
“筛选条件”可用于对表中的记录进行进一步筛选。在本文示例中，使用的
可比交易案例是 ID 在 138~573 之间的记录，因此输入条件“ID>137”。
在“SQL 兼容性”下拉框中，根据数据库的类型选择。本文使用 Oracle 数
据库，因此选择 PL/SQL；如果使用 SQL Server，应选择 T-SQL；如果使用 Excel
/ Access，应选择 Microsoft.Jet.OleDB.4.0。
2. 设定评估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
在进入第二步界面时（图 2.D），如果上一步设定的数据库连接正常，会在
左侧列表中列出全部字段。在这一步中，需要指明哪些字段是自变量，哪个字段
是可比交易案例的价格，哪个字段是交易时点，以及显著性检验的方式。
在本文准备的数据表中，房价字段为 PRICE，价格时点为 STIME，将它们
填入相应位置。并选择时间虚变量的频率为季度。
对 于 取 值 为 数 值 的 属 性 ， 如 本 文 中 的 PRO_FLOOR 、 BEDROOMS 、
UNIT_AREA、RJL、LHL 和 SFEE，填入数值型变量列表中。
对于非数值型字段，取值只有 0/1 两种选择的，如 JJSYF、SUBWAY，填入
二值型变量列表；取值有多种可能的，如 FLOORTYPE、FACING、PRO_DIS、
PRO_RING、PRO_AGE，填入字典型变量列表。

① 如果希望使用 Excel 2003 作为数据库，连接字串应写为“Provider = Microsoft.Jet.OLEDB.4.0; Data Source
= "包含路径的 XLS 文件全名"; Extended Properties="Excel 8.0;HDR=Yes;IMEX=2";”。但 Jet 引擎在处理大
量数据时效率较低，会消耗大量时间。

最后，显著性检验的准则为“最小化预测误差”。
（三）回归计算
设定完成后，可以在“挖掘模型”菜单中选择“处理”，进行回归计算。首
先点击“估计计算量”，再点击“开始处理”。计算时间取决于样本量和变量数
目的多寡。

图 3 使用 CFMA 软件进行回归的截图

CFMA 软件根据内置的程序自动完成非数值型变量转换、时间虚变量设定、
Box-Cox 变换以及自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计算完成后，会在“输出信息”中显示
在显著性检验中被删除的变量。
（四）查看评估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挖掘模型”菜单中选择“查看模型处理结果”，可查看回归结果。

图 4 使用 CFMA 软件查看回归结果的截图

在结果中，可显示各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标准误差、t-统计量，以及反映
模型整体效果的统计量，如 R-平方、F-统计量、对数似然值、AIC、SC 等。其
中，“1 倍标准误差范围”给出了使用本模型进行评估所具有的误差。在示例中，
误差为 -8.90% ~ + 9.77%，符合 IAAO 确定的误差在±10%之内的标准。
（五）利用模型进行批量估价
在“挖掘模型”菜单中选择“使用模型评估”，输入待估案例所处的表、存
放评估结果的字段、筛选条件，即可执行批量估价。

图 4 使用 CFMA 软件查看回归结果的截图

在本文示例中，以 ID 为 1~137 的记录为待估案例，因此在筛选条件中输入
“ID<=137”。将评估结果存放在“APPRICE”字段中。完成后，评估结果会存
储在数据库相应字段中，如图 5 所示。

图 5 在数据库中查看批量估价结果

（六）根据 IAAO 的标准衡量评估效果
依据表 1 中的公式，可以评价本次批量估价的效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到，
本次批量估价效果非常理想。

表 3 评估效果
本次批量估价
IAAO 的要求
是否达标

AR1

AR2

M

PRD

COD

0.984
0.9-1.1
√

0.977
0.9-1.1
√

0.981
0.9-1.1
√

1.007
0.98-1.03
√

5.62
< 10
√

五、结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在房地产信息系统中实现计算机辅助批量估价的方法。该方
法采用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构建批量评估模型，并通过
自行开发的批量估价软件 CFMA 完成模型的回归和应用。实验证明，其评估结
果符合国际评估师协会（IAAO）对住房批量评估的要求。由于使用通用的数据

库查询语言（SQL），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实践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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