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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地产评估行业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致使评估质量难以保证。本文通过运用 BP
神经网络方法构建出房地产评估价格与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映射关系，提出一种房地产评估预测模型，该模型通过
优化 BPNN 的权值和阈值来提高 BPNN 的收敛速度，可解决该算法陷入局部极值点的问题，为提高房地产估价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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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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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market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methods in the
real estate appraisal industry, it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he evaluation. In this paper, by using BP neural
network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of real estate prices and related effects, put
forward a kind of real estate evaluation model. It can improve the convergence speed of BPNN by optimizing the weights and
threshold, which can solve the local minima problem, and provides a new wa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eal estat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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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与措施

房地产价格属于经济管理范围，房地产价格与它影响因素相互之间有着非常复杂化与非线性的
关系。房地产价格是指建筑物连同其占用土地的价格，即房地产价格：土地价格+建筑物价格，是房
地产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最重要的调节机制[1]。房地产价格由市场决定，其通常是它们在进行交易
的时间内由多种因素综合结果所确定的。这多种因素主要是个别因素、区域因素与一般因素三大因
素。而区域因素与个别因素的价格通常受一般因素影响，最终具体某地、某类房地产价格又受区域
因素与个别因素的影响。个别因素是指由房地产的土地、建筑物等自身的作用的大小与质量高低等
因素所组成。区域因素是指房地产所处地的地区特别性对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影响，地区特
别性是比如该地区的经济是否发达、是否处于市中心、或者国家、地方政府等行政政策是否参与等
均属于区域因素。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具体如图 1。

图 1 房地产估价指标体系示意图
Fig.1 The schematic process of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the real e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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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评估比较常见的措施如图 2。而本文是使用市场比较法，此方法是依据经济学中有关原
理，即替换原理，选择最近发生的交易的案例，经过修改后，对被评房地产的价格方法进行计算。
该计算过程是评估工作人员依据市场调查结果，然后筛选几处房地产用途差不多、类型相近的案例
作为对照物，最后经过专业的评估人员对该几处房地产进行实地考察，比如考察区域因素、交易时
间、以及交易情况等进行要比较，从而得出被评估房地产较为合理的价格。

图 2 房地产价格评估措施
Fig.2 The assessment measures for the real estate

2

BP 神经网络构成原理

BP 神经网络属于一类依照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该网络由隐含层、输出层与输入层
构成，其中前者可能一层或数层，各层相互之间的连结点，均进行连接，同一层网络结点却未有连
接。而后两者只有一层。BP 网络捅有相当大的输入与输出模式映射关系，根本不需要在应用前对这
类映射关系的数学方程进行解释说明[2]。BP 神经网络上的每个节点，均代表一支神径元，通常是通
过 Sigmod 函数进行传递，该神经网络的训练是对输出结果与希望结果之间的差值算出最小值，此训
练经过，是使用梯度下降法来对各个神经元之间的阀值与权值进行调整，调整到两者误差函数值 E
变成最小。计算公式如（1）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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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2）式中，Ep 代表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的误差值，p 代表该神经网络的构成层输出
层的单元个数，Oj 代表着输出层的单元 j 对训练样本 p 目的数值，Pj 代表事前确定好的训练样本 p
时输出单元 K 的数值。不过由于 BP 神经网络核算法速度不是很快，导致有可能进入局部非常的小
的数值。

3
3.1

房地产批量评估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房地产批量评估流程分析
采用 BP 神经网络(图 3）来对批量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其流程如图 4。

图 3 三层 BP 神经网络结构
Fig.3 The structure of BP neural network
with three sections

图 4 神经网络批量评估房地产流程图
Fig.4 The process of neural network batch assessment
for real estate

3.1.1 样本数据的整理 样本数据的整理主要包含收集与筛选两部分内容。在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分析之后，就收集有关房地产市场上近期交易数据，并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筛选，然后对有各类特
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使样本数据能够与网络模型的计算相符合。为了 BP 神经网络的检测和学习，
可以把样本数据在正式使用前，分成两部分内容分别是检测样本与训练样本。检测样本占五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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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样本占五分之一。
3.1.2 神经网络模型的建立 本文使用 BP 神经网络作为构模工具，房地产价格批量评估的网络模型
建立重点包含 BP 网络算法选择，网络结构设计与建立评估价格指标体系等内容。在这三部分内容
中网络结构设计是该模型能否建成功最核心的内容，在这网络结构设计中又包含网络参数设置与网
络拓扑结构设计。
3.1.3 BP 神经网络的模型训练 此模型训练是指把训练样本录进早已建立好的 BP 神经网络模型之中，
从而达到训练样本的目的。这部分内容是不断调节网络权值与阀值的过程，使得误差越来越变小。
当网络在不断地收敛时，而且如果误差值与训练次数达到事先预计设定好的最大期望误差值与训练
次数，则说明该模型训练效果是很理想的。不然，就需要对网络模型进行再次构建，对网络设定与
网络结构进行重新调整[3]。
3.1.4 BP 网络模型检测与房地产价格批量评估 PB 网络模型的检测是我们对模型判断能不能应用于
实际的最重要步骤。如果模型检测没有成功，我们就得从再次建立 BP 网络模型，又要重新对样本
进行训练，一直到模型检测成功为止。关于通过我们检测成功的网络模型，就得把网络权值、阀值
矩阵保存在网络之中，再录入待估房地产特点影响因素的量化值，通过之前训练成功的 BP 网格模
型，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评估。
3.2

房地产批量评估的网络结构设计分析

3.2.1 网络拓扑结构设计
3.2.1.1 关于节点数的认定 在 BP 网络模型结构中，节点主要是指输入与输出层的节点数，而此节点
数就是指输入与输出层的神经元数，这两层的节点数是由价格影响因素组成的。但是由于房地产价
格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无法把所有价格影响因素看成输入变量数。所以我们认定这些节点数时就是
在评估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再挑选体现在同一评估区域内对房地产价格作用比较大的变量看做输入
节点。我们挑选了七个变量作为输入节点，所以 7 就是输入层的节点数。评估房地产的价格就是输
出层节点，总节点数的是 1。
3.2.1.2 对网络层数的认定 从 BP 神经网络方面来说，只有一层的确定为输入与输出层，而隐含层的
层数与训练结果的精确度有很大关系，层数越多说明准确度越高，不过对于网络训练时间与难度也
有一定增加，使网络识别也增加了难度。依据关于求 BP 网的隐含层神经元个数定理，如果在结构
合理，权值适当的情况下，带有仅一层的隐含层的前馈网络就会与任意函数相接近。因此此文的估
价模型选择隐含层数为一层，所建立的网络层数总共为三层[4]。
3.2.1.3 关于隐含层中的节点认定 我们了解到对于发现与保存隐含在样本集中的规律是由隐含层中
神经元负责承担，隐含层中的节点数量的多少会对网络训练准确程度有着最明显的影响。对于我们
选择隐含层中节点数量也是很技巧的，如果选择数量太多或太少均不能使 BP 神经网络训练达到准
确程度，太多会导致网络出现高度吻合的情况发生，太少则会使网络不能发现样本集中规律，也就
使神经元发挥不了该起到作用。那么怎样才能确定隐含层中节点数量恰好呢？这就与训练样本数量、
嗓声、以及样本中所隐藏的规律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在实际确定隐含层的节点个数的方法，通常
是经过多次试验的方法来确定最佳隐含层节点数量，该方法被学界也称作试凑法。说白了就是在试
验之前先大致地确定隐含层节点范围，在此范围内对于同一个网络结构依次设定不同节点数量，再
在其他网络参数不变的情景下，对同样的训练样本分别进行训练，最后经过比较训练结果，选择误
差值小，而且训练数次数最少的节点数做为最终隐含层节点数量。怎么在试验之前确定节点数范围，
有以下几个公式可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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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5）式中，我们了解到 P 表示隐层节点数，n、q 分别表示输入层节点数，a 表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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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 的自然数。
3.2.2 关于对网络参数的设置
3.2.2.1 刚开始选取权值 从 BP 神经网络的 S 型变换函数能够得知，假如 BP 神经网络刚开始的权值
数量较大时，通过函数转换之后的数值将会存储在 S 函数的饱和区内，该区域平坦，里面导数不大，
完全有可能使网络不再调整，因此，通常要求每个神经元节点输入均与 0 相接近，使它的输出在变
换函数中间位置，从而保证权值能在变换函数的非常敏感区调节，使 BP 神经网络的训练速度得到
提高。
3.2.2.2 BP 神经网络计算选择 本文是选择 LM 网络算法来作为房地产批量评估模型中的计算方法，
该算法计算公式为：w(n+1)=w(n)-[JTJ+J]-1JTe
(6)
在（6）式中，能够自行相适应地进行调整，假如→∞时，则（6）式就会变成步长不大的梯
度下降法，假如→0 时，则（6）式就会成为与牛顿法比较接近。ML 算法在起初梯度下降很快，但
伴随迭代次数提升，就愈来愈近似于最佳值，在最佳值旁边就会形成一个效果非常不错的搜寻方向，
使得 BP 神经网络朝效果不错的搜寻方向进行不断改善，能够非常有效地阻止网络进入极小值的范
围内。从而使得网络稳定性与网络训练精确度得到提升时，还能使网络收敛速度得提高。
3.3

关于 MATLAB 的房地产估价神经网络模型的实施

本文所采用的 MATLAB 软件而产生的神经网络工具箱，对该网络模型进行运转发挥着重要作
用，主要包含运算与编辑等内容。在网络工具箱中，系统会产生一切 BP 神经网络模型构建时所需
要网络属性，比如初始化函数、网络建立函数、以及传递函数等[5]。从而使 BP 神经网络模型来实现
其功能比如仿真、训练等。其实现过程，主要通过网络工具箱内所产生的函数，就能使模型进行简
单的编程，通过编程、计算就能实现网络仿真、训练与初始化等作用。同时由于编程简单，使得编
程人员操作简单，使用方便，以及节省了时间等。
MATLAB 软件提供的工具箱，对 BP 神经网络模型能起到很大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它隐藏
了 BP 神经网络设计与分析所需众多的函数，本文列举以下几种常用的函数，详见表 1。
表 1 MATLAB 的神经网络工具提供的 BP 网络函数明细表
Table 1 The specification of BP network functions from MATLAB neural network
函数种类
函数名
函数作用
Varieties
Functions
Action
newff
创建函数
创建前向 BP 网络
traingdx
梯度下降的 BP 算法训练函数
训练数
trainlm
LM 算法训练函数
logsig
对 S 型的传递函数
传递函数
tansig
S 型的正切函数
purelin
纯线性函数
mse
性能函数
均方误差函数

4

结 语

本文首先论述房地产价格评估指标体系与措施等理论，然后分析 BP 神经网络构成原理，最后
从房地产批量评估流程、房地产批量评估的网络结构设计、以及 MATLAB 的房地产估价神经网络模
型的实施等方面详细论证我国房地产批量评估的ＢＰ神经网络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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