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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ordinary residents in Beijing to invest 

in the choice of a house or choose to rent a suitable problem. First of all, from the actual economic 
situation in Beijing, we dig out the five impact factors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that affect people to 

buy or rent a house, namely: family income, rental income, savings and loan interest rates, housing 
depreciation rate, housing vacancy rate.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dinary residents of 

loans to buy a house, buy a house and buy a house rental of the three options of the optimal problem. 
secondly, we establishes a linear programming model to analyze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a house or 

a rental. By comparing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property and the rental rati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 price and rent is studied, and the specific and suitable choice for the purchase of the house is 

su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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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房价形势下住房投资模型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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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普通居民在北京投资时选择买房还是选择租房合适的问题。首先本文从北京的实际

经济情况出发，找出影响北京人选择买房或租房的 5点重要因素，分别为：家庭收入、租金收入、储蓄及贷款利率、房屋折

旧率、房屋空置率。其次从普通居民角度分析贷款买房、储蓄买房以及买房出租的三种选择的最优问题。最后建立线性规划

模型分析买房或者租房的最优解，通过对房产升值与租售比进行作图比较，研究房价与租金的关系，并根据结果分析做出了

具体而又详实的买房合适还是租房合适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家庭收入；租售比；房产升值；恩格尔系数；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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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北京市房价持续上涨，高昂的房价给北京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作为普通居民在北

京选择买房还是租房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如果从租售比的角度看，北京房价过高，存在泡沫，因此理性

的角度应该是租房，但是，从投资角度看，房产的增值情况较好，在北京适合投资，而租房却是消费。本

文通过查找相关文献找出影响北京人买房或者租房的主要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建立规划模型找出最优解得

到了北京选择买房或租房的选择。 

北京市作为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生活质量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人们为

了更为舒适的生活大多数都会进行住房投资。但是，住房的投资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储蓄及贷

款利率、家庭收入、房价、房屋折旧率等。所以，本文讨论贷款买房和储蓄买房两种买房方式下成本和收

益的相对关系，以及买房出租的住房投资方式。为此，我们建立了这三种决策下用户成本和收益的函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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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通过此函数关系来求解住房投资的问题。 

 
图 1 北京三种住房投资方式 

 

1 贷款买房和储蓄买房的模型 

假设北京市普通居民打算贷款买房，为研究贷款买房的最优解建立如下模型：假设家庭每年的总收入

为 A，家庭储蓄金额为 B，且储蓄金额 B 为固定值，住房价格为 aQ
，住房消费量为 aZ

，除住房外的其他

消费量为 bZ
，一方面这部分固定储蓄金额可以用于购买房产，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于金融投资(如存到银行

获取利息) ，假设固定储蓄金额每年可以产生的收入利率为 c。 

如果一个家庭租房，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是: 

CBAZdQZQ aabb   

如果一个家庭想购房,则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是： 

CDBANnZdQZQ aabb  )(  

则
DNZQ aa 

   

BD   

(公式中：D 为首付款，N 为本金，n 为抵押贷款的利率，d 为每年用于住房的各项费用占房价的比率。)  

使用储蓄减少抵押贷款和使用储蓄获取利息是不同的两种情况，即：用储蓄购房时，成本

])1([ 11 dvcQd a 
。 

用储蓄抵押贷款购房时，成本
)(2 dnQd a 
。其中年利率 c 和各年抵押贷款利率 n 如图 2 所示： 

 

                        利率调整表 

 调整后利率(单位：%)  调整前利率(单位：%)  

一、城乡居民和单位存款 

(一) 活期存款 0.35 0.35 

(二) 整存整取定期存款 

三个月 1.85 2.10 

半年 2.05 2.30 

一年 2.25 2.5 

二年 2.85 3.1 

三年 3.5 3.75 

二、各项贷款 

一年以内(含一年)  5.10 5.35 

一年至五年(含五年)  5.50 5.75 

五年以上 5.65 5.90 

租 房

一 出

租 

买房 

贷款买房 储蓄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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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五年以下(含五年)  3.25 3.50 

五年以上 3.75 4.00 

图 2 存款利率表 

根据北京市近几年的贷款利率变化用,Matlab 做出变化折线图，并推断 2020 年的贷款利率. 

 
图 3 贷款利率走势图 

假设 cn ，所以
)(])1([ 1 dnQdvcQ aa 
，即 21 dd  ，实际 cn  ，正常情况， 11 cd  。综上

所述，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时在贷款买房与储蓄买房两种方式中储蓄买房更合适。 

2 买房出租 

此种投资方式涉及用户成本问题，用户成本由以下因素组成，即房屋作为不动产的预期利息收入、购

房所存在的借贷资金的利息、房屋使用过程中所支付的经营费用，包括折旧费、维修费、保险费、房产税

等、房地产交易成本、住宅保有期间资产价值的损益。查阅相关文献根据用户成本的有关定义，首先，我

们进行对用户成本的预算。则有，
)1()1(])1([ 21121 fQcQQfQcQdd 
。其中 12 )1( QfQ 

为房价变动所带来的资产收益。 

再进一步对此分析，可以得到， ])1([)( 121 QfQvjgQNnDcC  。其中首付资金的机

会成本、抵押贷款利息、各项必要的成本支出在实际运营中都为正项。 

然后，我们对租金与用户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 

(1) 当 0c 即 f

vjgQ
NnDcQ






1

)(1
2

时，此时，房价上涨，前三项的支出成本远小于房产增

值的收益，若是买房已超过五年，可以考虑将房子卖出，其中 12 )1( QfQ  为买房的收益。 

(2) 当 0c 即 f

vjgQ
NnDcQ






1

)(1
2

时，此时，前三项的支出成本大于房产增值的收益，应

该出租房屋来补充这个差价。进而，我们来分析如何来确定租金。即如何确定租金和用户成本相当。查阅

资料，我们得到如下的计算公式： 1

1

1

1

2

1

1 )1()1()1( arrra tt





  
,(t=1,2,3,...)(其中 L 为售

价， tV
为 t 时期的租金折现率， f 为房屋折旧率， ta

为 t 时期时的租金折现率),则可知，当房屋价格等于

未来各期的租金之和时.若 nL
为各期房价、 nV

为各期租金、 nc
为各期利率(n=1,2,3,…)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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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VL ,  11 VL .最后，计算以上两式可得： f

d
V d




1 。这是在较为理想的状况下，粗略的用户

成本与租金的关系，在实际的情况下，租金应该大于 f

dd

1 ，才能收回成本。 

3 租售比问题 

假设买房需要贷款，如北京这套房子的基本情况如下： 

(1) 房价：每平米 12000 元；面积：45m2；契税：16200 元；房屋维修基金：10800 元；装修和家用

电器：43000 元；合计：61 万。 

(2) 首付款金额：20 万；约定年利率：6%；利息滚动方式：年复利；还款方式：第 1 年—第 10 年不

付任何本息，第 11 年-第 20 年每月需要支付 2000 元，第 21 年年初一次性支付 520648 元。 

(3) 银行贷款金额：41 万；年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打七折，即 5.94%*0.7=4.158%；利息滚动方

式：月复利；贷款年限：30 年；还款方式：每月还款 1994 元。 

(4) 房子现租金：每年 24000 元(水电物业等杂费由承租方另外支付) 。 

建立模型：计算为期 20 年的买房和租房的回报净现值。 

如表 1： 

表 1 各项所占比率 

通货膨胀率 3.00% 

房屋持有成本/房租 20.00% 

首付比例 20.00% 

按揭贷款利率 6.00% 

自有资金投资回报率 3.00% 

 

根据以上信息拟定二十年的付款信息，如表二： 

表 2 二十年付款信息 

年次 房租 银行按揭 差额 

第一年 24000 23928 72 

第二年 25680 23928 1752 

第三年 27477.6 23928 3549.6 

第四年 29401.03 23928 5473.03 

第五年 31459.10 23928 7531.1 

第六年 33661.24 23928 9733.24 

……… ……… ……… ……… 

第十一年 47211.57 23928 -716.43 

第十二年 50516.38 23928 2588.38 

第十三年 54052.53 23928 6124.53 

……… ……… ……… ……… 

第二十年 86796.55 23928 38868.55 

 

二十年房屋合计：983891.81 元，银行按揭还款合计 478560 元，净赚 983891.81-478560-240000=26533.81

元。通过此模型，可发现买房与租房两个系数相关关量：租售比和房产升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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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租售比                                              图 5 租售比 

利用线性规划中的单变量求解得到了买房和租房的回报净现值相等，我们绘制了一条曲，如图 6： 

 

 
图 6 房价升值与租售比 

 

结果分析出，第 21 年年初，卖掉房子收入 100 万，一次性还清银行剩余贷款 195586，净赚 549097.81。

由此看出，在 2030 年一套二手房单身公寓可卖 100 万，那么 549097.81 可买一辆车。    

         
图 7 北京市平均房价走势图                             图 8 房租与房价走势图 

 

由图 8 可看出，未来 20 年房产达到 9.5%以上，买房比租房便宜。 

 

4 小结 

通过对影响北京市买房 or 租房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找出了最重要的几点影响因素，建立数学模型，

根据北京市房价，租售比，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等数据，数据真实，贴合实际。如今买房子的认识越来越

多，本文所最后的决策方式可以为投资房产的买房者作为参考，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缺点：首先，数据在收集整理应用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定的误差，其次，本模型在求租率和房产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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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处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抛弃了不合理的拟合，但是比较简单，这样不是很全面和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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