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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稳健发展关系到宏观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党的十九大

以来，决策层旗帜鲜明地要求抑制房产过热化，让房产市场在稳增长、促民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国

家房住不炒、去杠杆、抑需求的政策调控大背景下，房产市场却始终处于“边调边涨、政策功效不足”的怪

圈。易居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显示，当前我国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达13.4，个
别城市逼近30，远超国际公认的4~6的合理区间。过高的房产负担不仅给实体经济和城市活力带来了潜在

风险冲击，对当前房产市场“突出自住属性、满足自住需求”的政策定位亦造成较大压力。如何理解并科学

评估房产市场的过热化表现，持续过热的房价背后有多大成分来自居民的自住需求，在不同线城市又是否

具有异质化演进态势？上述问题的探讨对于深入洞察我国房产市场的风险特征、完善房产市场长效调控机

制和分城施策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已有文献，较多学者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探讨。皮舜和武康平（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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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省级面板的实证检验，指出经济增长有效助推了房产市场的上涨态势[1]。盛松成和刘斌（2007）结合国

内外对比研究，强调市场需求对房价变动的决定性影响，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处于长期向上的趋势[2]。宫汝

凯（2015）结合土地供应模型和联立方程探讨，指出我国住房价格近年来已脱离经济基本面因素，地方政府

的财政失衡和土地财政约束不断助推房产市场升温[3]。

伴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房价泡沫的识别和测度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袁志刚和樊潇彦（2003）较早基

于行为人预期、信贷及政府政策信息构造了一个局部均衡模型，通过求解房产的内在价值对房价泡沫的产

生及破灭条件进行探讨[4]。类似思路下，许春青和田益祥（2014）对我国房产市场的泡沫状况进行了数理建

模和实证考察[5]。另有部分文献构建与房产市场相关的统计指标，结合指标合理区间与现实值的差距进行

房价泡沫的测算。如吕江林（2010）以房价收入比及该指标下居民的承受上限为基础，对我国房产市场泡沫

水平进行考察[6]；孙波和罗志坤（2017）、朱吉（2017）分别基于房产市场的多个相关指标，结合层次分析法对

样本城市的房价泡沫值进行测算和探讨[7~8]。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采用时序检验方法，通过识别房价序列的

爆炸性特征进行房价泡沫的动态探讨[9~10]。尽管分析框架有所差异，上述研究均认为我国房产市场表现出明

显的泡沫特征。

由相关金融理论可知，房产市场兼具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两个维度的特点，前者主要对应于房产的自

住属性，后者则主要对应于房产自住效用以外的附加效用所带来的投资属性，这两部分属性共同影响并推

动了房产市场的价格走势。从房价泡沫的驱动视角来看，其背后可能源于住房投资属性端市场需求的不

断强化，亦可能主要由自住属性端的需求因素所推动。不同于前述文献多聚焦于房价泡沫的识别、测度，

本文落脚于房价泡沫及其驱动端属性表现的计量探讨，为洞察房产市场的路径特征和风险表现提供一个新

的视角。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BSADF检验是近年较流行的资产泡沫检验方法[11~13]。该方法通过滚动策略捕捉资

产价格走势，对其基本路径的爆炸性偏离特征进行泡沫识别，具有很强的泡沫检验功效。本文延续这一检验

思路，并结合现实房价序列的路径特征，利用退势BSADF检验对我国城市房价泡沫表现进行探讨。另一方

面，租房价格序列有效反映了房产自住需求端的市场表现，借助这部分信息同实际房价走势的协整检验及

时序描述，可以进一步从房产的二维属性视角洞察房价泡沫的驱动端表现。由此出发，后文的研究逻辑为：

以一、二、三线城市月度数据为样本，采用退势BSADF检验对我国房价泡沫进行计量识别和时空描述；随后

从房产属性端的分解入手，着重就“房价泡沫的主要驱动力源于自住属性还是投资属性”以及“不同属性端

下房产的需求热度”进行检验设计和数量探讨，回应开篇关于房价过热背后需求端特征及风险表现的提问。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体现在：（1）结合数理模型有效刻画现实房价序列的路径特征，并由此设计

退势调整的BSADF方法，夯实了现有房产市场泡沫建模和识别的计量基础。（2）从房产二维属性端的分解入

手，对我国房价泡沫的驱动源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探讨，为洞察现实房价泡沫的风险表现和走势特征提供

新的视角。（3）对一、二、三线城市下房产的自住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热度进行测算和描述，为明确不同地区

房价过热化的异质性风险特征提供依据。

二、房价泡沫识别与时空描述

（一）现实房价路径下的泡沫设定与退势BSADF检验

由于房产市场兼具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二维属性特征，直接套用资产泡沫检验方法进行房价泡沫特

征的考察并不合适。为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本文从一个简约的供需模型出发刻画现实房价序列的路径特

征，以此进行房价泡沫的检验设定和识别。理论上看，房产的供需状况受很多因素影响，如宏观环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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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房价当期值和预期值等。兼顾简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本文主要将当期房价和预期价纳入建模，其余

因素对于房产市场供给和需求端的影响通过截距项和相关系数的时变设定，以及随机扰动项予以包含。具

体而言，在需求端，住房需求 Dt 与当期房价 pt 呈负关联，同需求方的预期价 p
e1
t 呈正关联。在供给端，住房

供应 St 与当期价 pt 具有正关联，同供给方的预期价 p
e2
t 则呈负相关。由此，不难构建房产市场的需求-供给

模型，见式（1）。模型中的相应指标均取对数形式，截距项 λ0(t)、κ0(t)设定为关于时间 t的函数，反映了其余

因素（如区域位置、市场环境）对于房产供给、需求端在不同时刻的影响，other St 、other D
t 反映了短期非持续因

素对市场的随机扰动影响。

lnDt =λ0(t) -λ1(t)ln pt +λ2(t)ln pe1
t + other D

t , λ1(t),λ2(t) > 0
ln St = κ0(t) + κ1(t)ln pt - κ2(t)ln pe2

t + other St , κ1(t),κ2(t) > 0 （1）
均衡视角下有：lnDt = ln St ，基于式（1）可得到：

λ0(t) -λ1(t)ln p͂t +λ2(t)ln p͂e1
t + other D

t - other St = κ0(t) + κ1(t)ln p͂t - κ2(t)ln p͂e2
t （2）

假定 t时刻供需双方对房价的预期值和下期实际值保持一致，即 p͂
e1
t = p͂e2

t = pt + 1 。并设定房产的供给（需

求）价格弹性对当前价和预期价无差别，即 κ1 = κ2 = κ( )t ，λ1 =λ2 =λ( )t ，可推得：

ln p͂t + 1 = κ0 -λ0
(κ( )t +λ( )t ) + ln p͂t + other St - other D

t

(κ( )t +λ( )t ) （3）
记 (κ0 -λ0)/(κ( )t +λ( )t ) =α(t)，并将上式中的扰动项成分用鞅差序列 εt 表示，得到：

ln p͂t =α( )t + ln p͂t - 1 + εt, t = 1...T （4）
式（4）反映了均衡状态下房产价格的基本走势。从生成机制来看，式（4）为带有时间趋势成分的随机游

走过程①，这一路径特征较符合房产市场的既有经验事实。一方面，随机游走特征是有效市场理论下资产价

格走势的固有体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外在冲击和时间价值增值因素，时间趋势本身就是房产价格的重要推

力[14]。在式（4）描述的基本路径之外，现实房价在短期内可能对其存在偏离，如果这一偏离特征表现出正向

急剧扩大化状态，便对应泡沫的发生。对此，本文通过爆炸过程：ln p͂t = ρt ln p͂t - 1 + εt,ρt > 1进行刻画，由此得

到含有泡沫的房价序列设定式（5）。其中，区段Uj - 1 为泡沫发生阶段（ ρt > 1），Uj 为泡沫塌陷阶段，剩余路径

下的房价走势与式（4）保持一致。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ln p͂t =α1 + ln p͂t - 1 + εt, t ∈U1..................................ln p͂t = ρt ln p͂t - 1 + εt, ρt > 1, t ∈Uj - 1ln p͂t = -θ +αj + ln p͂t - 1 + εt, θ > 0,t ∈Uj.................................ln p͂t =αK + ln p͂t - 1 + εt, t ∈UK

（5）

对于式（5）中的房价泡沫区段Uj - 1 ，本文结合倒向上确界ADF（BSADF）方法进行识别[11]。首先确定考察

区间 [y1,yt͂]([Tr0]* < t͂≤ T) ，[∙]* 为求整符号。固定右侧端点 t͂和窗宽 r0 ∈(0,1)后，由子区间 [y
t͂ -[t͂.r0]*,yt͂]至 [y1,yt͂]向左逐步

滚动扩展进行水平ADF回归：yj, t～αj + ρj yj, t - 1 + uj ；随后，对得到的一系列ADF值取上确界便构成时点 t͂上的

BSADF检验量。将区间 [y1,yt͂] 逐步延展至 [y1,yk] (t͂ < k≤ T) 并重复前述策略，当某时点处的BSADF检验量越出设

定的临界点时，意味着 yt 在局部区段具有明显爆炸特征（ ρt > 1），此时判定序列 yt 存在泡沫。

不过，注意到BSADF检验中的无泡沫原假设和含泡沫备择假设均未考虑现实房价路径式（5）中存在的

时间趋势成分特征。后者情景下，原始BSADF策略很容易带来正向时间趋势成分同局部爆炸成分的混淆，

进而导致泡沫检验偏误[15]。鉴于此，后文房价序列的泡沫检测中对BSADF策略进行了退势调整，这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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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滚动检验中实施带时间趋势项的ADF检验 yj, t～ αj + βj t + ρj yj, t - 1 ，以有效剔除时间成分对泡沫成分的

干扰，并由此构建退势BSADF检验量。随后，类似于原始BSADF策略，结合退势BSADF检验量越过和回落

相应临界线的时点确定泡沫区间。记泡沫的起始和结束点分别为 t̂e1 和 t̂ f1 ，有：

t̂e1 = inf
t ∈(Tr0,T){ }DBt(r0) > cv βT

r0 , t̂ f1 = inf
t ∈(t̂e1 + log(T),T){ }DBt(r0) < cv βT

r0 （6）
DBt(r0) 为时点 t的退势BSADF检验量，cv

βT
r0 为 βT% 分位点下的右侧临界值。 log(T) 为理论上设定的泡

沫最短持续长度。多泡沫情形下，在抹除前期泡沫后，对后续泡沫成分进行类似思路估测。

（二）一、二、三线城市房价泡沫识别

采用退势BSADF检验对我国一、二、三线城市房价泡沫进行考察。参照大多数文献研究，基于人口和经

济规模确定各线城市②。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房价行情网，时间跨度为2009年7至2019年12月，各线城市

房价序列基于选取城市的月度数据平均得到。

各线城市房价的月度走势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样本研究期内，各线城市的房价序列整体呈现上升态

势，并且在部分区段的上涨趋势较为陡峭，蕴含着可能的泡沫化特征。由此，根据原始房价序列数据③，基于

前述退势BSADF检验进行房价泡沫识别。图 2描绘了具体的泡沫检验结果，检验中的学习样本为 12个月

（一年跨度数据），即从2010年6月份开始检测。图2中的纵坐标对应退势BSADF检验量，虚线为5%显著水

平临界线④。可以看到，一、三线城市房价序列的退势BSADF检验量自2018年起已整体越出临界线，相应市

场在后续时间的泡沫化表现较强；二线城市下退势BSADF检验量的走向则相对较弱，前期超出泡沫临界线

后于近期不断回落。

图1 各线城市房价序列月度走势

注：右侧主坐标轴对应二、三线城市房价序列，左侧次坐标轴对应一线城市房价序列。

图2 各线城市房价序列的退势BSADF检验（窗宽为 r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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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退势BSADF检验量越过和回落临界线的时点，识别各线城市的泡沫区间。忽略长度小于等于1的
短期跳跃成分，图2显示一、二线城市共检测出4个房价泡沫区段，三线城市检测出2个泡沫区段。为便于各

线城市的空间比对，表1将相近时点的泡沫同放在区段 i下。可以看到，2017年后各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具有

更长跨度，同时发生时点更为靠拢，近年呈现出一定的聚拢性特点；此外，至样本研究时段结束，一、二线城

市已暂时走出泡沫区间，三线城市则仍处于泡沫之中（见区段5列）。表1进一步对各泡沫区段进行了简略

描述，从最大退势检验量（max_DB）和平均退势检验量（mean_DB）来看，三线城市在考察时间段内的泡沫表

现最为突出，其在部分泡沫下达到了 2.13（区段 3）和 2.30的高位（区段 5），一、二线城市的相应检验量均在

1.5以下。另外，从退势BSADF检验量的标准差（sd_DB）来看，一线城市房价泡沫的强度较为稳定，二、三线

城市房价泡沫的波动性相对较大。

表1 退势BSADF检验下各线城市泡沫区段及描述

城市级别

一线

二线

三线

泡沫描述

发生区段

max_DB
mean_DB
sd_DB
发生区段

max_DB
mean_DB
sd_DB
发生区段

max_DB
mean_DB
sd_DB

区段1
2010/8－2010/9

-0.05
-0.08
0.04

区段2
2013/12－2014/6

0.57
0.31
0.24

2013/5－2013/7
0.04

-0.01
0.07

区段3
2014/8－2014/9

-0.03
-0.42
0.01

2013/9－2013/10
0.74
0.65
0.13

2013/11－2014/5
2.13
1.45
0.53

区段4

2017/1－2017/7
0.94
0.32
0.39

区段5
2018/5－2019/10

1.51
0.65
0.45

2018/5－2018/6
1.48
0.73
1.07

2018/5－2019/12
2.30
1.25
0.51

三、房价泡沫的主要驱动力探讨：源于自住需求还是投资需求

（一）房产的二维属性与协整检验设计

房产市场在满足居民的自住需求之外，还具有明显的投资属性特征。后者对应于现有制度下房产所附

带的户口、子女教育、转手增值等自住性以外的额外效用需求⑤。对于前述泡沫区段下一、二、三线城市房价

的持续高位走势，其可能源自住房投资属性端的不断强化，亦可能主要由自住性需求推动。如果是前者，可

以理解为房产市场投资属性及部分投机性的加强，市场的风险暴露面存在加大倾向。如果是后者，则意味

着房产市场未在自住属性端提供有效供给，从而带来市场需求热度和房价的持续高位。结合房价序列在上

述二维属性端的协整检验，本部分对房价泡沫的驱动力进行识别探讨。

在现有房产市场“租购不同权”的制度安排下，租房客难以获得商品房的投资属性效用；从而，房屋租赁

价格可以较为充分反映房产自住属性部分的市场表现。如此，本文通过协整模型将房产价格同其自住属性

部分的市场表现建立关联式（7），两者分别用对数化的住房售价（ ln pt）和住房租金（ ln p1t）表示。在此基础

上，设定式（7）下残差项 ut 的走势对应于房价序列在自住属性之外，即投资属性部分的路径表现。

ln pt = c + c1 ln p1t + ut （7）
从建模逻辑来看，如果式（7）中的 ln pt 和 ln p1t 具有协整关系，意味着 ln pt 所代表的房价走势及其局部爆

炸特征可以由 ln p1t 进行有效解释，现实房价泡沫主要由自住属性端对应的市场需求所推动。而如果式（7）
的协整关系不存在，则意味着 ln p1t 不能对房价泡沫进行有效解释，房产市场泡沫的驱动源还有很大部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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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投资属性。进一步，对残差项 ut 和 ln p1t 的非平稳度进行比较。理论上来看，相应序列的非平稳度越强

意味着其信息变异成分和局部爆炸特征越凸显，进而更能为现实房价的泡沫表现提供解释。即如果残差项

ut 的非平稳度强于 ln p1t ，意味着房价泡沫的主要驱动力源自投资属性；否则认为自住属性端是房价泡沫的

主要推力。在上述设计思路下，进行各线城市房价泡沫驱动源的实证探讨。

（二）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是建立在非平稳变量间的计量分析方法，前文已明确各线城市房价序列（ ln pt）的局部爆炸性

特征，表2同时列出了各线城市房价（ ln pt）及租金（ ln p1t）走势的ADF检验结果，相应序列均在5%显著水平

下通过非平稳检验。

表2 ADF检验

考察序列

ln pt

ln p1t

城市级别

一线

二线

三线

一线

二线

三线

ADF检验值

-1.07
-1.39
-1.74
-2.76
-2.09
-3.05

p 值

0.92
0.83
0.68
0.26
0.54
0.14

注：检验式：yt ∼ μ + ρyt - 1 +∑j
Δyt - j + vt ，ADF检验量：( ρ̑ - 1)/se( ρ̑)，ρ̑为 ρ对应的OLS估计量，se为取标准差；原假设：ρ = 1。

表3给出了对式（7）的E-G协整检验结果⑥，该方法结合ADF检验对式（7）残差项的平稳性特征进行考

察。如果残差项拒绝非平稳原假设，意味着协整关系成立；否则，协整关系不成立。可以看到，一、二、三线

城市均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式（7）“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自住属性并不能为现实房价路径及其泡沫特

征提供有效解释。随后，对比表3各线城市在式（7）残差项下的ADF值和表2中 ln p1t 序列的ADF检验值，发

现前者明显大于后者。由于ADF检验量反映了考察序列的非平稳程度，如前所述，序列的非平稳度越大表

明相应序列对实际房价泡沫的解释力越强，从而认定式（7）残差项部分对应的投资属性端构成了各线城市

房价泡沫的主要推力。

表3 E-G协整检验

城市级别

一线

二线

三线

式（7）残差项ADF值

-1.75
-1.36
-0.71

5%水平临界值

-3.78
-3.78
-3.78

检验结论

无协整关系

无协整关系

无协整关系

在现实场景中，内外冲击因素（如房产政策、经济周期、公众预期等）可能对房产不同属性端的市场表现

具有差异化影响。后者情境下，房价走势与其自住属性端的动态关联可能存在结构变化，即式（7）中的协整

系数表现出时变性。为保证本部分检验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一步将式（7）扩展为式（8），其中，

λ0 ∈ ( )0，1 为协整关系变点，I(∙)为示性函数。

ln pt = c0 + c1 ln p1t + I(t >λ0T)(d0 + d1 ln p1t) + ut, t = 1,2...T （8）
针对式（8），Gregory和Hansen（1996）在E-G检验之上提出了处理变协整情形的G-H方法[16]。其潜在思

路为：如果存在结构变化点 λ0 使得式（8）的残差项表现出平稳性，便认定考察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和均衡关

系，只是这一关系具有时变性。G-H检验的原假设为式（8）的残差项表现出非平稳特征（不存在变协整关

系）；备择假设为残差项平稳（存在变协整关系）。本文基于G-H方法下的常用检验量 Z*
α 、Z*

t 对式（8）进行

检验，结果见表4。

于寄语，彭 芸，付波航：自住需求主导还是投资需求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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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变协整检验及残差项非平稳度

城市级别

一线

二线

三线

Z *
t 检验量（l0估计值）

-3.24（0.70）
-4.11（0.68）
-3.31（0.31）

Z *
α 检验量（l 0估计值）

-17.73（0.70）
-28.40（0.68）
-20.07（0.31）

残差项ADF值

-2.51
-3.23
-2.61

注：Z *
t 和 Z *

α 在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6.41和-78.52；在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6.17和-72.56。
表4中的 Z*

α 和 Z*
t 均为左侧检验，可以看到，两者在5%（10%）显著水平下均大于相应临界值，未能拒绝

“无变协整关系”原假设。这表明，变协整设定下房产价格同其自住属性端同样不存在均衡关系，单靠后者

不能充分解释房产市场的价格泡沫表现。表4末列给出了式（8）残差项的ADF检验值，可以看到，一、三线

城市相应残差部分的ADF值为-2.51和-2.61，高于两类城市在自住属性代理指标 ln p1t 下的ADF值-2.76
和-3.05（表 2），这一结果同式（7）下的检验结论一致，即投资属性端下的信息变异度以及其对现实房价泡

沫的解释力度更大。对于二线城市，检验结果与式（7）的分析表现出差异性，变协整式（8）下残差项的非平

稳度（-3.23）小于 ln p1t 的非平稳度（-2.09），自住属性端对二线城市房价泡沫的解释力更大。如此，本部分计

量检验表明：一、三线城市房价泡沫的驱动力主要来自房产的投资属性端，这一结论在协整及变协整设定下

均保持稳健。而对于二线城市，在更为现实的变协整框架下，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支持其房价泡沫主要由自

住属性端的市场需求所驱动。

四、进一步研究：房产二维属性端的需求强度描述

为了更量化地考察各线城市在房产投资属性及自住属性端的需求表现，本文对这两部分属性下的“房

价成分”进行分解测算，在其基础上对相应属性端的需求强度进行数量刻画。首先，考虑到租赁收益可以看

成住房居住效用的利息所得，根据收益的资本化原理，基于租金折现可以测算住房自住属性端的价格成分；

随后，用实际房价对其进行剔除可计算得到投资属性端的房价成分。以第 j线城市为例，R
( j)
t 为 t时刻每平方

米的房屋租金，p
( j)
t 为实际房价，rt 为房贷利率，住房自住属性和投资属性下的价格成分别记为 p͂

( j)
1t 和 p

( j)
2t ，则

有 p͂
( j)
1t = R

( j)
t rt ，p

( j)
2t = p( j)

t - p͂( j)
1t 。另一方面，注意到前文的退势BSADF检验量在实质上捕捉的是房价的爆炸性

上涨强度。从经济意义解读来看，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房产市场的需求热度。从而，可以基于二维属

性端“价格成分”的退势BSADF检验量取值度量相应属性部分的需求强度，两者差值亦可以反映房产投资需

求和自住需求的差异化表现。

由上述思路出发，对一、二、三线房产市场的投资需求及自住需求强度进行量化描述，初始学习样本同

时设置为12，即从2010年6月开始进行测度描述，相应结果在图3和图4展示。动态走势来看，各线市场在

图3 投资属性端房产“价格成分”（ p͂
( j)
1t）的退势BSADF检验量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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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自住属性端房产“价格成分”（ p
( j)
2t）的退势BSADF检验量走势

投资属性端的退势BSADF检验量持续位于临界线之上，相应需求的热化特征凸显；自住属性端的检验量走

势则保持微弱下倾，并自2017年开始逐步加大对临界线的下偏度。这一表现印证了前文投资属性对实际房

价泡沫的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民众不满足于纯粹的自住需求，向投资属性端进行购买和消费

的持续性动机。

通过对上述退势BSADF检验量进行年度平均，表5给出了各年度不同线城市房产二维属性端的需求强

度（G1 、G2）及其差值（Gap）。可以看到，一线城市的房产自住性需求在2016年达到高位后开始下滑，投资

性需求则在经历早期波动后于近年持续上升；三线城市下的自住需求强度值在考察区段内逐步下滑，投资

性需求则处于不断上涨态势；相对应地，二线城市的自住及投资性房产需求在近年均呈降温态势。整体看

来，投资性房产需求与自住性需求的差距值（Gap）在2016年后的各线城市处于上升通道，前者对后者的挤

压不断持续并加剧。其中，一线和三线城市的投资性房产需求热度更突出。以2018和2019年的测算结果

为例，一线城市下的投资性需求强度值分别为0.53和0.59，三线城市为0.75和0.48，远高于二线城市的0.28
和-0.02。房产自住性需求上，则是一、二线城市明显强于三线城市。三类城市在2018和2019年的相应需求

值分别为-0.95和-1.23、-1.15和-1.50、-1.67和-1.87，房产自住性需求在不同线城市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化。

表5 不同线城市房产自住性需求及投资性需求强度值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一线城市

自住需求（G1）

-1.58
-1.11
-0.05
-0.58
-0.95
-0.30
-0.25
-0.45
-0.95
-1.23

投资需求（G2）

-0.94
-0.72
0.41

-0.59
0.19

-0.74
0.16
0.71
0.53
0.59

Gap
0.64
0.39
0.45

-0.01
1.14

-0.45
0.41
1.16
1.48
1.82

二线城市

自住需求（G1）

-0.98
-1.00
0.18

-0.65
-0.98
-0.52
-0.90
-0.70
-1.15
-1.50

投资需求（G2）

-1.77
-1.16
1.41
0.58
0.43
0.48
0.78
1.23
0.28

-0.02

Gap
-0.79
-0.16
1.23
1.23
1.42
1.00
1.68
1.93
1.42
1.48

三线城市

自住需求（G1）

-0.95
-1.56
-1.12
-1.16
-1.27
-1.54
-1.35
-1.09
-1.67
-1.87

投资需求（G2）

-1.96
-0.25
-0.12
-0.54
-1.09
-0.79
-0.66
0.64
0.75
0.48

Gap
-1.01
1.31
1.01
0.62
0.18
0.75
0.69
1.74
2.42
2.35

上述二维属性下房产需求强度描述的现实启示在于：一线城市在房产自住端和投资端均较强的需求热

度反映了相应市场有效供给的欠缺。政策制定者在抑制大城市房产市场过度投资（投机）和购置需求的同

时，应加大、加强、完善相应市场的多元化供给支撑。另一方面，现有租房市场所提供的房产附加属性如落

于寄语，彭 芸，付波航：自住需求主导还是投资需求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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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等很少，这带来的结果是：消费者出于对这类附加属性的偏好，在资金条件相对满足的情况下更倾向于买

房而非租房，自住属性外的投资性需求偏好构成了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这点对于公共资源福利更为优质

的一线城市尤为明显。对于二线城市，相应房产市场在当前的投资及自住需求热度方面较一、三线城市均

不突出，但从就业市场、土地因素及生存成本各个角度来看，其是未来人口流入和城市规划的重镇，二线城

市的房价走势具有内在支撑；相应市场的房产政策安排应注意调控力度，防止对真实自住需求的抑制。最

后，三线城市房产市场的投资性需求在近期保持热化，相应需求值在考察时段内不断上升，并在部分年份直

逼一线城市（表5），但这一需求热度很显然不能得到城市人口流入、经济发展前景等基本面的持续支撑；相

应房产市场的热度很大程度源自本地及大城市潜在返乡人口的过度投资和预防性动机，未来房价面临较大

波动风险，三线城市对此应给予警惕和关注。

五、结论

房产市场的泡沫表现及其特征解读是完善房产市场风险监管的重要议题。结合现实房价序列的路径

特征，本文采用退势BSADF检验对我国各线城市的房价泡沫进行时空描述，强调各线城市房价泡沫的差异

化特征以及近年来的聚拢性特点；进而，从房产的二维属性入手，着重对房价泡沫的驱动端表现进行计量探

讨和数量描述。协整检验下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三线城市的房价泡沫主要由房产的投资属性驱动，这一结

论在变协整框架下亦保持稳健；二线城市泡沫的主要推力则源于房产的自住属性端。本文同时对不同属性

端的房产需求热度进行了测算和动态考察，强调了一、二线城市自住性房产需求以及一、三线城市投资性房

产需求在近期的凸显特征，上述结论为审视各线房产市场的泡沫化表现，洞察相应市场在风险暴露面的差

异化特征提供了数量依据。

结合本文研究，建议从如下方面加强对当前房产市场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房产市场调控体系，提升房产

市场政策的实施效力：

第一，强化供需两端的分城调控和配合施策。长期以来，倚重需求端的调控举措未能有效抑制大城市

的房价过热问题，并滋生出“茶水费”“捂盘惜售”等一系列市场扭曲行为。对于一线城市，无论是房产投资

效用的增值还是居住需求，都具有强烈的市场支撑。在重拳遏制、打击投机性炒房之外，一线城市的调控重

点应在于进一步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保障市场容量与城市人口的匹配。对于二线城市，自住属性构

成了其房价走势的主要驱动力，保障性住房体制的完善和供给端的有效支撑同样是房产市场政策的关键着

力点。对于三线城市，房产非自住属性端的需求过热，这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隐患。政策实施中应着重从需

求端入手，合理引导购房预期，避免房价持续攀升对城市发展造成“高负荷”。

第二，加快推动城市租赁市场的服务完善与体制改革。我国租赁市场的个人房源占比较高，房源质量

及配套服务与租住品质要求不匹配；同时，现有制度下租房客难以充分享受房产居住属性之外的额外附带

权利和效用（如落户、周边教育资源、公共福利等），这也成为城市房产市场价格上升的重要推力。“租售同

权”和相应配套政策的完善对于抑制这种房产投资目的导致的购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是建立和完善房产

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关键。

最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决策层一直强调的房产市场定位，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住

房交易环节的公正化和效率化。一方面，应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平台的有效搭建，推动房产交易和管

理信息的进一步透明，以此提高房产市场的监管效率，减弱市场参与者的投机炒作行为和非理性购买行

为。另一方面，政策层面可以尝试一系列改革，通过团购拼单、网络直销等方式，减少中间参与商（如房产销

售中介、策划公司等），在责任到位的机制安排下构建效率化的直接交易模式，降低房产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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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水平项 α(t)的累积反映了房价序列 ln p͂t 的时间性趋势成分。

② 兼顾数据代表性和获得性，研究中的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二线城市为：天津、大连、东莞、福州、哈尔滨、杭

州、合肥、济南、昆明、南昌、南京、南宁、宁波、青岛、厦门、沈阳、石家庄、太原、唐山、温州、武汉、西安、烟台、长春、长沙、郑

州、重庆，昆明、成都、佛山、淄博。三线城市包括：安庆、北海、大理、丹东、贵阳、桂林、海口、呼和浩特、吉林、拉萨、兰州、洛

阳、三亚、乌鲁木齐、西宁、徐州、扬州、宜昌、银川、岳阳、湛江、珠海、遵义、镇江、绍兴、济宁、邯郸、临沂、鞍山。

③ 分月度的描述图显示样本期内房价走势的季节因素并不突出，这里直接基于原始序列进行泡沫检验。

④ 基于仿真实验计算得到退势BSADF检验的临界值为 -0.16。
⑤ 本文将自住性以外的住房需求全部看成投资性需求。

⑥ 笔者还进行了 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与表4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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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寄语，彭 芸，付波航：自住需求主导还是投资需求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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