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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风灾的灾前预防评估和灾后应对对于防灾减灾工作而言相当重要。现今主流的试验、

计算方法往往结果精确但各方面的成本较高。频发的风灾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本课题通过收集既往

风灾数据，使用机器学习、近邻检索、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建筑风灾致损情况预测、相似案例检

索、知识自动问答功能，构建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平台，实现对建筑风环境致损的快速预测判断，

并能提供相关知识，为制定风灾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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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遭遇台风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风灾应

对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当前已有多种技术可用以获取建筑风环境信息，如现场实测、风洞试验和计算机数

值模拟等[1]。基于试验或计算结果，结合结构抗力模型等知识，可以实现建筑在特定风环

境下破坏情况的预测评估。这些评估方案结果精确，但往往需要较高的试验或计算成本

和对专业知识的深入了解。 

我国风灾频发的同时产生了大量数据，其中隐含着信息，经过技术手段加工，可以

获取规律和知识。涉及的技术包括深度学习、进化算法等。目前已有类似研究将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于这一领域，该类方法无需对结构及风场理论知识的深入了解，也可免于繁

重的计算程序，是一种提供建筑风灾致损评估的快速、简易的途径。 

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以风灾致损建筑案例为基础，应用多种算法构建建筑风环境灾害

评估平台，包括风灾致损预测、相似案例推荐和自动问答三个功能模块，三者相互配合，

实现预测评估流程的简化，并为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2  相关研究综述 

在风灾结构易损性领域，除了主流的工程和经验方法，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易损性评



 

 

估模型也得到应用，如 Sandri P.
[2]使用人工合成的数据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并发现模

型能够有效习得输入特征与建筑物损坏等级之间的关系。 

除上述技术手段，机器学习等技术也同样可用于获取相关判断。机器学习基于数据建

立模型，描述其间隐含规律，从而对问题做出合适的决策。其中，采用有标签样本进行训

练的监督学习
[3]
可以获得较高质量的分类或回归模型，从而实现相关预测和推断。监督学

习算法包括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等。 

与机器学习直接描述数据中隐含规律的概念不同，近邻检索借由相似度，通过“类比

推理”给出参考或作出决策。除了逐一比对查询点和样本点的传统方法，目前已有多种近

似最近邻搜索方案以少量准确率换取次线性时间复杂度，提升检索效率。HNSW
[4]是目前

最常用的基于图的方案，它借鉴跳表的思路，通过分层结构降低了时间复杂度，但这类方

案也具有训练、存储成本高的缺点。 

随着信息爆炸式增长，传统搜索引擎力有不逮，自动问答系统应运而生，其本质是一

种信息检索系统。现有的问答系统包括社区问答、检索式问答和知识库问答。知识库问答

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基于图的深层逻辑推理，而不止于浅层的语义匹配。其核心为将用户输

入的自然语言语句转化为结构化查询语句，包括传统的 lambda 范式
[5]
及深度学习方法

[6]
等。 

3  评估平台构建流程 

参考业务应用的三层架构，构建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平台，包括用户交互层、业务功

能层、数据层。据此提出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的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技术路线 

4  知识驱动的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 

收集风灾致损建筑案例及风环境数据并进行预处理，将非结构化的文本转化为特征明

确的结构化数据，以此为数据基础构建三个功能模块。 

4.1 数据收集与处理 

本研究数据收集处理工作主要有两部分： 

（1）风灾致损建筑案例 



 

 

通过中文数据库及搜索引擎等，以“风灾”“建筑”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收集信息

相对完整的风灾致损建筑案例，共获得 340 条。然后对案例进行三方面的处理：特征选取，

数据预处理及破坏等级划分。 

台风灾害包含三个要素：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以及承灾体[7]。本研究依据这一概念以

及信息完整度，确定描述案例的特征集{孕灾环境：风速；致灾因子；承灾体：结构类型，

使用年限，规范程度（建筑本身特征），屋盖承重/非承重构件损伤，竖向承重/非承重结构

损伤，门窗、玻璃幕墙和内部构件损伤（建筑破坏特征）}。 

进行特征选取后，进行三种方式的数据预处理。数据转换针对分类变量，基于字典将

其转化为定距型数值变量。数据清理即处理缺失值。对于定距型数值变量，取该特征存在

值的平均值以插补。数据不平衡是指训练集中各类样本比例失衡。由于案例数量有限，采

用过采样的方式进行处理，并注意在复制样本时添加随机扰动。最后根据《灾损建（构）

筑物处理技术规范》CECS 269
[8]等多部规范人工标注破坏等级，以量化建筑破坏现象。 

（2）ERA5 数据集 

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载ERA5数据集。数据采用经纬网格形式，分辨率为0.25°，

时间间隔为 1 小时。本研究选择地表 10m 风东西向分量（下称 u）、地表 10m 风南北向分

量（下称 v）进行下载。数据处理包括两步：首先将 u、v 分量合成为地表 10m 高度处水平

风速；然后排序得出区域内最大 10m 水平风，代表特征集中描述风环境的“风速”特征。 

4.2 建筑风灾致损评估框架 

为了快速获取对于单体建筑在一定风环境下可能破坏情况的了解，基于结构化数据构

建建筑风灾致损评估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下述两个功能模块，因其间关联紧密。 

（1）基于机器学习的建筑风灾致损预测 

这一模块可以快速、大致地评估判断建筑风灾致损情况，其业务逻辑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风灾致损预测模块业务逻辑 

获取上图中四个维度的输入特征后，使用机器学习模型获得对其破坏等级的预测。本

研究采用监督学习算法构建预测模型。进行数据 Z-score 标准化后，采用 sklearn 库及 xgboost

库构建算法模型，包括随机森林、XGBoost、Adaboost、Bagging、支持向量机。以最小化

（1-R
2
）为目标，使用 hyperopt 进行超参数优化。对各模型优化后的指标进行比较，选出

相对最优模型用于预测。综合模型稳定性，随机森林模型相对最优，其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随机森林模型优化后指标 



 

 

MSE MAE R2 accuracy 

0.686 0.420 0.618 0.709 

（2）基于近邻检索的相似案例推荐 

由于机器学习模型只能获得对破坏等级的预测，既不够准确，也无法获知破坏细节，

故构建相似案例推荐模块，提供情景相似的案例以供补充参考，其业务逻辑如图 3 所示。 

图 3  相似案例推荐模块业务逻辑 

用户输入建筑及风环境特征后，经过预测及近邻检索可得相似案例。其中近邻检索的

距离度量依赖向量相似度实现。使用Faiss构建检索算法，实现的4种检索算法为欧氏距离、

余弦相似度两种相似度测度和暴力检索、HNSW 检索两种检索方式的组合。获取 50 条测

例，使用 4 种算法分别进行相似案例检索，表 2 为某一测例检索结果。比较不同算法检索

结果，发现距离度量方式影响获取相似案例的特征，但各有其合理性，可互为补充；综合

准确度和效率，HNSW 优于暴力检索。 

表 2  检索测例 

输入测例  算法  相似案例  

{24.73,砌体结构,农村自建,一般,轻微损坏} 

欧式距离

×HNSW 检

索 

{26.16,砌体结构,农村自建,一般,中度损坏} 

坡屋面损坏 ;部分檩条损坏  

屋面抗风能力较弱  

4.4 基于知识图谱的自动问答系统 

通过前两个模块了解的是某一建筑的情况，所知也仅限于此，因此构建基于知识图谱

的自动问答系统，提供综合性知识，作为评估框架的背景性补充。 

（1）知识图谱构建 

知识图谱以结构化的方式表示现实事物概念及其间联系，其本质是一种语义网络。逻

辑上，知识图谱可分为数据层和模式层[9]。本研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10]构建知识图谱，

即先设计模式层，再据此抽取知识形成数据层。模式层设计参考台风灾害三要素和事件传

统表示模型，据此定义 6 类实体、11 种属性及 7 种关系。所得模式层如图 4 所示。 



 

 

图 4  知识图谱 

然后基于模式层，从已有结构化数据中提取三元组，使用 Neo4j 图数据库进行存储。 

（2）自动问答系统 

基于知识图谱构建自动问答系统，通过三个步骤实现：问句语义解析、信息检索与答

案生成。问句语义解析可拆分为三个子任务：首先根据实体生成领域词典，使用 Aho - 

Corasick 匹配算法[78]实现自然语言问句中命名实体的识别；然后根据现有数据及实际需求，

确定 4 类问题及相应关键词集，对问句进行关键词匹配，确定问句类型；再根据问题类别

以及命名实体生成相应的查询语句，此即 Neo4j 相应的 Cypher 查询语句。然后使用查询语

句在图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并根据需要对返回数据做进一步处理。最后，将处理所得套入

与问题类型对应的答句模板，生成自然语言答案返回给用户。4 类问题说明如表 2 所示。 

表 2  4 类问题 

 问题类型  问题示例  类别 1 具体说明  

1 comparison xx 结构和 xx 结构相比，哪种抗风能力更好？  关键词集  {“相比”…“较”}  

2 reasons  xx 结构破坏，可能有什么原因？  

答句模板  

'根据统计，{0}的抗风
性能更好' .format (self. 

Compare (answers))  

3 improvements xx 结构的加固措施  

4 phenomena xx 结构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破坏？  

注：Compare 函数返回的是某两类结构根据破坏等级在统计意义上的比较结果 

5  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平台设计与实现 

以格式化数据为基础，整合三种功能，设计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平台的整体架构，包

含三层：用户交互层、业务功能层和数据层。交互层收集用户指令并进行反馈，是系统的

对外窗口，基于 Visual Studio 2012 构建 WinForm 窗体小程序予以实现，如图 5 所示。业务

功能层接受交互层传来的信息和指令，调用相应功能模块对从数据层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具体实现过程见第 4 节。数据层收集、处理并存储相关数据，是整个架构的数据基础。 



 

 

图 5  运行案例 

具体运行案例如图 5 所示。用户输入的案例特征及预测结果如图。据此进行相似案例

检索，获取的相似案例为{钢结构，一般，较正规，24.22，严重损坏}；损伤情况为“屋面

坍塌;屋架与竖向承重结构连接处坍塌”；损伤原因及相应改进措施如图。可见预测结果及

相似案例较为一致，符合预期。输入问题及获得回答如图，以获取钢结构风灾预防的相关

经验知识。该回答为检索钢砌体结构案例改进措施所得。这一类问答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未

能对知识进行整合，形成体系，仅能列举部分案例作为参考。 

6  结语 

本研究运用文献调查法收集整理风灾致损建筑案例，并经过数据处理将非结构化的文

本信息处理为结构化数据。在此基础上，整合机器学习、近邻检索、自动问答等技术，基

于 Visual Studio 开发了建筑风环境灾害评估平台，通过损伤情况预测、相似案例推荐、相

关知识问答三个功能模块，实现对于风灾环境下建筑状况的快速分析和评价。 

关于本平台的进一步改善，主要考虑下述两方面。一是将平台嵌入 BIM 模型的二次开

发中。这一做法有两点好处，一是方便进行案例数据的管理，既易形成结构化数据，也可

进行全生命周期内的数据更新，因而可以获得对案例更准确的特征描述；二是可以通过点

击拾取或从数据库中直接导入建筑特征，无需用户输入。另一方面的改进主要在于知识图

谱。其构建仅使用风灾致损建筑案例数据，而未引入其他相关知识，因此局限了后续可实

现功能。可考虑进一步完善知识图谱，采用深度学习等技术构建自动问答系统，拓宽服务

范围，提高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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