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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灾害发生之后快速对建筑物倒塌损毁程度进行准确评估对减轻灾害损失具有重要意义。将深度学习

技术应用于建筑物倒塌评估，在残差网络（residual network，ResNet）预训练网络的基础上，通过深度迁移学习

的方法，按照建筑物破坏评估标准建立了用于建筑物倒塌评估的分类器模型，利用图像数据结构损伤识别比

赛（PEER Hub ImageNet Challenge，PHI）的开放数据训练获得了相对最优的模型参数，并用该模型开展了建

筑物倒塌评估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ResNet的建筑物倒塌评估模型对建筑物倒塌状态具有良好的识别

效果和应用潜力。

关键词：深度学习；残差网络；建筑物倒塌；灾损评估；迁移学习

中图分类号：P237；P208 文献标志码：A

在各类灾害中，建筑物倒塌是造成人员伤

亡、经济损失的主要因素。据统计分析，地震中

80%以上的人员伤亡是由于建筑物倒塌而引起

的［1］。灾后建筑物的损毁程度是评判受灾严重程

度的重要指标，也是灾害救援和政府决策的重要

依据。对建筑物倒塌准确地进行评估在妥善安

置灾民、保障受灾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恢复正

常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因此，灾后建筑物倒塌损毁快速评估是遥

感领域和土木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

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中提取建筑物损毁信

息是常用的震后建筑物倒塌检测方法［2］，包括对

地震前后多时相遥感图像进行变化检测和直接

从地震后图像中检测损毁建筑物两种主要途

径［3］。近年来，深度学习也逐步被用于从高分遥

感影像中识别提取建筑物震害信息，如文献［4］
使用全卷积神经网络提取了建筑物震害信息，其

总体像素精度达到了 82%，表明深度学习技术在

提升建筑物倒塌遥感识别自动化程度方面有极

大的潜力。但遥感评估方法往往受限于数据因

素，一是灾前影像缺乏，二是灾后的恶劣天气会

影响遥感影像的质量，而且极端灾害场景中建筑

物倒塌的碎片覆盖给提取目标单元特征带来了

极大的困难。

另一类建筑物倒塌评估方法则是通过现场

实地考察获得相关信息［5］，如 2008年汶川大地

震，建设部组织了房屋应急评估专家组对灾区的

厂房、民宅等部分建筑物进行了快速检测和应急

评估。这种原始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获取建

筑物灾损信息，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视

觉和工作经验，工作效率低、费用高且危险系数

大。近年来，智能电子设备的普及使得获取现场

图像更加方便，再加上深度学习技术在计算机视

觉应用中的巨大进展［6］，使得利用现场图像来自

动识别、评估建筑物结构损伤开始成为土木工程

领域结构健康检测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在一些灾后侦察工作中

应 用 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s，CNN）。文献［7］将牛津大学计算机视觉

组（visual geometry group，VGG）CNN架构的一

种浅层模型 VGG‐F应用于大比例尺影像，进行

建筑物倒塌分类；文献［8］使用深度 CNN检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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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裂缝；文献［9］将深度 CNN和三维（3 dimen‐
sion，3D）点云技术结合起来检测建筑物的立面

和屋顶损伤。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建筑物是否

受损的二元问题上，但对于灾后评估而言，从政

府决策的需求出发，还存在一些更为复杂的内

容，例如建筑物的损伤类型和损伤程度。因此，

有必要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

本文将残差网络（residual nework，ResNet）
用于建筑物倒塌评估，按照建筑物破坏评估标准

建立了一个建筑物倒塌评估分类器模型，利用图

像数据结构损伤识别比赛（PEER Hub ImageNet
Challenge，PHI）［10］的开放数据对该网络连接参数

进行调整，训练获得了相对最优的模型参数，并在

此基础上实现多种建筑物结构倒塌损伤的识别。

1 建筑物倒塌评估方法

本文建立建筑物倒塌评估分类器模型的流

程为：（1）数据预处理；（2）分类器模型构建；（3）评

估效果测试。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通过解析开放数据集的

数据文件，将数据集转换为图像格式，并作了数

据增强处理。在分类器模型构建阶段，利用VGG
和 ResNet网络构建了用于建筑物倒塌评估的

CNN分类器，并选择了效果更好的 ResNet网络，

然后通过传递学习对所建立神经网络模型的参

数进行微调，获得了相对最优的模型参数。在评

估效果测试阶段，使用训练后的 ResNet网络模型

对测试数据集中的建筑物倒塌图像进行分类评

估，并对测试结果进行了统计。

1.1 残差神经网络模型选择

本文选择了 ResNet‐50深度学习框架作为实

验 模 型（如 图 1 所 示）。 ResNet‐50 网 络 以 3×
224×224大小的影像作为输入传入网络中，经过

第一次卷积池化后传入 3 + 4 + 6+ 3 = 16个
残差块中，在随后的每个 Stage之前都要经过一

次 Conv+BN的操作，即 Conv Block，然后经过

多个输入和输出维度都一致的 Identity Block，在
经过 Stage 2~5的卷积之后，通过 7×7大小的平

均池化层（AVG Pool），传入 Flatten层将数据压

缩成长度为 1×1×2 048的一维数组，再与全连

接层（FC）和 softmax层连接，输出待评估影像属

于某一个倒塌类型的概率，并最终确定倒塌评估

结果。

在设置输出层时，根据中国地震局制定的

《地震灾害遥感评估 建筑物破坏》（DB/T 75－
2018）标准，将输出的倒塌评估类型设为完全倒

塌、半倒塌、未倒塌 3类。

1.2 模型参数微调

神经网络模型中参数的优化过程直接决定

了模型的质量，是使用神经网络时非常重要的一

步。ResNet‐50是一种具有很强泛化能力的预训

练模型，通过迁移学习方法对源域预训练模型的

部分参数进行调整之后，来自源域的知识便可以

应用到相关的其他目标域。

本文采用了梯度下降算法调整优化神经网

络参数，假设用 θ表示神经网络中的参数，J（θ）是

给定参数值的训练数据集上的损失函数值，则整

个优化过程就是寻找一个使 J（θ）最小化的参数

θ。这一搜索过程沿梯度的相反方向进行，不断

地更新参数以减小总损失。更新公式为：

θn+ 1 = θn- η
∂
∂θn

J ( θn ) （1）

式 中 ，η 是 学 习 率 ，以 确 定 参 数 更 新 的 幅 度 ；

∂
∂θn

J ( θn )是梯度。

但梯度下降算法并不能保证优化函数达到

全局最优解，有时候计算出的最优解只是局部最

优解。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在实际应用中，模型

训练采用了计算小部分训练数据损失函数的方

法。一方面，每次通过矩阵运算对神经网络的参

数进行批量优化的速度并不比单个数据慢多少。

另一方面，每次使用批处理进行优化可以大大减

少收敛所需的迭代次数，同时使收敛结果更接近

图 1 ResNet‐50网络架构

Fig.1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ResNe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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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退化的效果。

在梯度下降过程中，模型的求解时间与学习

率密切相关。学习速率过大时，无论执行多少次

迭代，参数都将始终振荡且无法收敛；反之，设置

一个较小学习速率虽然可以保证收敛性，但会降

低优化速度，而且需要更多的迭代才能得到理想

的优化效果。因此，学习率需要设置在一个合理

的区间内。实验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Tensor‐
Flow中采用指数衰减函数来设置学习速率，利用

较大的学习率快速得到较好的解，然后在迭代过

程中逐步降低学习率，使模型在后期训练中更加

稳定。

为了解决可能出现的过度拟合问题，采取了

两种措施，一方面在模型训练过程保持对训练损

失/精度曲线的观察，在必要时提前终止训练；另

一方面，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了辍学方法，按照一

定的概率将神经网络单元暂时从网络中丢弃，使

得模型不会依赖于某些局部特征而更加通用化。

2 建筑物倒塌评估实验数据

2.1 数据来源

建筑物倒塌评估实验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PHI
的开放数据，其最初的目的是评估基于大型数据

集的结构图像分类算法。该数据包含 8个数据

集，分别是：（1）3类场景级别：像素级别、目标级

别、建筑级别；（2）2类损伤状态：未损坏、损伤；

（3）2类剥落条件：非剥落、剥落；（4）2类材料类

型：钢材、其他；（5）3类倒塌模式：未倒塌、半倒

塌、全倒塌；（6）4类成分类型：梁、柱、墙、其他；

（7）4类损坏程度：未损坏、轻微损坏、中等破坏、

严重损坏；（8）4类损坏类型：未损坏、弯曲损坏、

剪型损坏、复合损伤。

实验使用了其中与建筑物倒塌模式有关的

部分数据集，并根据中国地震局制定的《地震灾

害遥感评估 建筑物破坏》（DB/T 75－2018）标准

将其标记为未倒塌（188张）、半倒塌（253张）以及

全倒塌（150张）3类，数据样例如图 2所示。

2.2 数据清洗与扩充

训练前检查了 PHI数据集中的图像，对其中

标签错误的图像进行了纠正或删除处理，以进一

步提高训练数据集的质量。

就 PHI提供的建筑物倒塌评估相关的已标

记数据而言，其数量仅有 591张，与一些其他的开

放图像数据集（如 ImageNet）相比是比较少的。

而一般来说，训练一个深度 CNN需要用到大量

数据才会有较好的效果。约束条件下训练的

CNN分类器在不考虑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对图像

进行分类时可能会表现出较差的性能。

考虑到训练集中建筑物倒塌评估相关的图

像较少—可能无法完全覆盖实际中显著影响训

练分类器精度的各种摄影环境，为了克服这一问

题，通过模拟不同拍摄环境的方式对原有数据进

行了增强，建立了多幅训练图像，以减少 CNN分

类器的过度拟合。

使用几何变换和模糊处理来增强训练图像。

在几何变换中混合使用了平移、反射和旋转操

作，考虑了图像拍摄方向和角度的变化；模糊处

理考虑了成像相机在光线不足和未聚焦镜头下

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图 3显示了用于数据增强

的图像修改示例。通过数据扩充，将训练数据的

数量增加了至少 10倍。

3 建筑物倒塌评估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的实验环境为一台DELL T5610@Xeon
GTX 1080Ti工作站，在该环境中使用训练好的

CNN分类器模型进行了建筑物倒塌评估和损坏

程度评估实验，测试数据与训练数据是各自独

立的。

3.1 建筑物倒塌评估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评估分类器模型在评估建筑物倒塌问

题时的有效性，本文使用精确率 P来衡量所训练

模型的性能，评估模型所识别出的建筑物倒塌类

型是否为真实的倒塌类型，其计算公式为：

P= TP

TP+ FP
× 100% （2）

图 3 影像扩充示例

Fig. 3 Example of Image Augmentation

图 2 建筑物倒塌数据集样例

Fig.2 Examples of Building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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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P表示被判定为正样本，实际上也是正样

本的个数；FP表示被判定为正样本，但实际上是

负样本（误检）的个数。

测试数据集中共 101张图像，其中未倒塌图

像 39张、半倒塌图像 36张、全倒塌图像 26张，对

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得到标准化混淆矩阵（见图 4）。

从图 4中可以计算得到训练模型的识别精确率为

77.23%，Kappa系数为 0.65，说明模型的识别结

果与人工检测分类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从文

献［3］中可知，各类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检测

建筑物损毁的方法，其总体精度为 70%~80%，

与之相比，本文训练模型的精度基本相当，但是

能够识别出的建筑物倒塌状态更丰富。

进一步考察建筑物倒塌评估分类错误的图

像（见图 5），可以发现错误多发生在对于半倒塌

建筑物的评估中，对于全倒塌和未倒塌建筑物的

评估则相对更加准确。如果后续能进一步增强

模型对图像中细微特征的提取能力，则识别评估

精度会进一步提高。

3.2 结构损坏程度实验结果分析

本文实验中的建筑物结构损坏程度分为未

损坏、轻微损坏、中等损坏、严重损坏 4类，其典型

样例如图 6所示。

测试数据集中共 100张图像，其中 4种损坏

程度的图像各 25张，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得到混

淆矩阵（见图 7），从图 7中可以计算得到训练模型

的识别精确率为 77%，Kappa系数为 0.693，说明

模型的识别结果与人工检测分类结果有较高的

一致性，揭示出本文的 ResNet网络模型还有潜

力，可进一步用于如建筑物损伤类型和损伤程度

等更为复杂的倒塌评估项目。

4 结 语

本文将 ResNet网络用于建筑物倒塌评估，按

照建筑物破坏评估标准建立了一个建筑物倒塌

评估分类器模型，利用 PHI的开放数据对该网络

连接参数进行了调整，训练获得了相对最优的模

型参数，在训练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建筑物倒塌

评估和损伤程度识别的测试。实验结果表明：

1）ResNet网络模型在建筑物倒塌类型识别

评 估 方 面 效 果 明 显 ，实 验 中 的 识 别 精 度 为

77.23%，Kappa系数为 0.65，与传统的高分遥感

建筑物倒塌检测方法想相比，精度相当，但是能

识别检测出更多的倒塌类型，在应用于实际任务

时自动化的潜力更高。

2）ResNet网络模型在损伤评估实验中的识

别精度为 77%，Kappa系数为 0.693，这说明该模

型的识别结果与人工检测分类结果有较高的一

图4 建筑物倒塌评估实验结果的混淆矩阵

Fig. 4 Normalized Confusion Matrix of Building Collapse
Assessment Experiment

图 5 建筑物倒塌评估错误分类的样例

Fig.5 Examples of Misclassification in Building Collapse
Assessment

图 6 建筑物结构损坏数据样例

Fig.6 Examples of Building Damage

图7 结构损坏评估实验结果的混淆矩阵

Fig.7 Normalized Confusion Matrix of Structural
Damage Assessment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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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该模型还可进一步用于如建筑物损伤类型

和损伤程度评估等更为复杂的倒塌评估事项。

3）本文方法在识别半倒塌、轻微损坏和中等

损坏等类型时精度相对较差，说明模型对图像中

细微特征的提取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需要

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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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Collapse Assessment with Residual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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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building collapse is the main cause of casualties and economic losses in all kinds
of disasters.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collapse of building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disaster rescue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per placement of the victims, the pro‐
tection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victims. Therefore, the rapid assessment of building collapse after di‐
saster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remote sens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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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was to apply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and assess building collapse and
structural damage with on‐site images. Methods: The building collapse assessment method used in this pa‐
per is ResNet (residual network). A ResNet‐50 architecture was implemented in TensorFlow, which con‐
sists of 5 stages each with a convolution and identity block, 3 convolution layers in each convolution block
and 3 convolution layers in each identity block. According to the building damage assessment standard de‐
veloped by the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the evaluation output of this model is adjusted to three
types: Completely collapsed, semi‐collapsed, and non‐collapse. In the data augmentation process, geome‐
try transformation and blur processing were used to simulate different shooting environments, to reduce the
overfitting of the classifier model by enhancing the training image. Through data expansion, the number of
training data has been increased by at least 10 times on the basis of PEER Hub ImageNet Challenge open
dataset.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learning, the gradient descent algorithm was used to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parameters of the neural network. The results of this method were evaluated by using accuracy and Kap‐
pa coefficient.Results: Finally, in the building collapse assessment experimen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assessment model reached 77.23% and the Kappa coefficient was 0.65; in the structural damage as‐
sessment experiment, the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the assessment model reached 77% and the Kappa coef‐
ficient was 0.693.The proposed collapse classification successfully attains a relatively high rate for true‐posi‐
tives.Overall, this method performed well. This method shows great promise in supporting on‐site deci‐
sion‐making for the rapi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building collapse after disaster.Conclusions: A novel auto‐
matic classification method for post‐disaster building collapse evaluation is proposed,which meets the buil‐
ding damage evaluation standard. The method is demonstrated on a specific example classification focused
on collapse classification and structural damage type identification.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great pro‐
mise in the rapid accurate assessment of building collapse after disaster. In the future we plan to improve the
model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extract subtle features in the image.
Key words：deep learning；residual network；building collapse；damage assessment；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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