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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必要性 

 近年来，B2C型（www.amazon.com、www.jd.com）和C2C型
（www.ebay.com、www.taobao.com）电子商务网站发展迅速，给
个人消费行为带来了巨变。  

  网络中本身存在的海量数据也提示官方统计部门将其应用到CPI 
统计中。 

 官方统计部门存在的困难 

  官方统计部门（外部数据获取者）和电子商务公司（内部数据拥
有者）相比，难以获得真实成交价格，真实销量等数据。 

  难以确定网络销售行为的真实性。 

  难以确定电子商务与传统零售业之间销量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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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中国CPI现行工作模式 

 采价方式：采价员定期现场采价。 

 权数获取：主要来自13.3万户城乡居民住户收支调查。 

 计算方法：链式拉式公式。 

 质量调整：国际推荐的主要方法。 

计算各基本分类
指数并汇总生成
CPI总指数 

实时上报代表规
格品价格数据，
各级工作人员审
核价格 

全国4000多名采

价员定期采集
6.3万个采价点
的价格数据 

官方CPI部门仍以现场采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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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爬虫及获取的数据特征 

外部数据获取者：基于网络爬虫的工作流程 

•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抓取网络电商数据 

• 按照“同质可比”对价格数据计
算 

•  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 

        网络爬虫：按规则对目标网站内容进行遍历，并按照指定格式提取
出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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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爬虫的基本情况 

        在Linux环境下采用
Perl编写网络爬虫程序。以
京东商城（www.jd.com）手
机栏目为例，日数据量在
200MB左右。 

    由于电商通常采用HTML
类网页格式发布信息，可应
用正则表达式等技术对爬虫
抓取的页面文件进行解析. 
2014年5-9月期间提取出30
多万条信息。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7                                                                                               

   

案例分析 

京东商城手机索引页面 京东商城手机单品页面 

提取 
分析 

序号 手机型号 价格（元） 有无货 好评 中评 差评 

1 三星 B309i 168.00 有 26939 1415 428 

2 
iPhone4S 
8GB版  

2448.00 有 54243 2453 1822 

3 
Galaxy S4 
I9300 

1899.00 有 39131 1873 982 

采集的价格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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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获得数据的区别 

两种方式获得数据的区别 

爬虫采价方式 人工采价方式  

采价频率 

采价数量  

促销行为 

每天定时采价价格 按照固定时间（3-5天）间隔 

商品数量丰富。单个电商
网站销售手机数量可以达
到3000款左右。 

日度算术平均价格波动剧
烈。 

按照代表性原则选取固定数
量（5-10款左右）的手机参
与指数计算。 

电商经常采取买赠、秒杀
等活动进行促销，难以判
别真实价格。 

价格趋势相对平稳。 

通过现场判断促销行为，识别
价格是否为真实成交价格。 

价格趋势  

            通过聚类分析等技术分析数据，电商表现出和传统零售商截然不同的销售策略（往往
从库存角度出发，进行一些试探性销售）。需要科学处理秒杀、限时降价、买赠等销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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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内的评论数呈现出明显的长尾分布特征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电商一段时间内的评论数呈幂律分布（长尾
分布）。资料显示，亚马逊公司的商品销量也呈幂律分布。有理由认为
电商一段时间内的评论数可近似作为精确销量的判断依据。 

正常坐标下一段时间内评论数与排序的关系 双对数坐标下一段时间内评论数与排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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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爬虫技术面临的困难 

  网络爬虫技术面临的困难 

           网络电商设计的页面样式复杂，信息高度冗余，有用
信息仅几百个字节。部分网站通过设计价格标签图片等手
段防止第三方机构获取数据。 

    电商经常通过网站改版等技术手段吸引客流。由于爬
虫技术高度依赖于文本解析策略，经常需要跟随网站的新
版面设计新的解析策略。 

    由于网站安全策略等原因，获取数据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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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分类商品的日度价格指数模型 

       为与现行方法保持一致，采取国际官方统计部门常用的Jevons公式对
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低级指数）进行计算，计算相邻两天有价格商品的
价格环比波动情况，依此计算月度、年度基本分类商品价格指数，并按
照链式拉式公式进行指数汇总。 
      方案一：将评论数排名前5的手机纳入计算 
      方案二：将全体手机纳入计算 

  方案一环比 方案二环比 
中国CPI中手机基本分类价格

环比指数 

2014年6月 99.0 95.9 99.8 

2014年7月 99.6 97.7 99.9 

2014年8月 99.7 96.0 99.6 

2014年9月 99.5 96.5 99.5 

3种指数计算结果的对比（上个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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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爬虫计算价格指数基本可行 

1.基于网络爬虫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与官方数据基本接近。 

2.为什么方案二的数据明显低于方案一和官方数据？ 

       从单品手机价格分析，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手机价格长期坚挺，而其他小品
牌手机则通过快速降价意图抢占市场。在不考虑代表性的等权模型下,计算全
体手机价格将放大某些产品的降价效应，导致数据失真。 

2014年5-9月 iPhone 5S 价格走势 2014年5-9月 HTC D816W 价格走势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14                                                                                               

   

从更小的时间尺度观察电商的销售行为及价格波动特征 

季节调整（一周）后方案二的数据 

方案二的日度价格环比指数STL分解（7天） 
从上往下分别为：日度环比指数，季节性 
时间序列、趋势时间序列、剩余项。 

方案二的日度价格定基指数STL分解（7天）  
从上往下分别为：日度定基指数，季节性 
时间序列、趋势时间序列、剩余项。 

1.从方案二的日度价格环比指数（可以认为是当天电商的促销力度）看，和传统的
零售业“周末效应”类似，电商在一周内有明显的周期性降价促销行为（周中降价，
周末涨价），这也和从原始数据的分析结果一致。 

2.从方案一和方案二的定基价格指数都可以看出手机价格长期走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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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官方统计部门可通过爬虫技术拓展采价方式。 

  和人工现场采价相比较，爬虫技术省时省力，可
以实现全面统计。 

  可以从更小的时间尺度观察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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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如何辨别真实成交？ 

  互联网产品的销售存在退货现象，极端情况下，部分
月份的实际销售额可能为负值，不具备统计学上的代表意
义。 

  如何解决代表性问题？ 

 通用的初级指数计算方法都是等权方法。将全部规格品
纳入计算必须采用排除选样方法，否则将导致代表性缺失
，数据失真。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                                                    18                                                                                  

   

谢谢！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研究背景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7
	Slide Number 8
	Slide Number 9
	Slide Number 10
	Slide Number 11
	Slide Number 12
	Slide Number 13
	Slide Number 14
	Slide Number 15
	Slide Number 16
	Slide Number 17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