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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互联网数据建设更新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简便方法，并通过实例对

实现的基本步骤进行了介绍。其基本步骤为：采集互联网城市房屋信息数据并与地图数据有效融合，
可快速地获得城市住宅类房屋的基础数据，将互联网街景地图、遥感卫星图片与专家经验识别相结合，
可有效提取大多数公共事业类房屋基础数据，再辅以必要的现场调查补充核实数据，初步建立城市房
屋基础信息数据库；采集目标区不同期次的互联网地图进行叠加对比，定位地图中的显著变化区，开
展针对性的补充调查，及时更新数据库。通过该方法可高效快捷地建立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并
能够实现数据库的持续更新，这为其他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需要
说明的是，数据采集受到互联网数据本身准确度、可靠度及完整度的客观制约，由此建立的数据库其
精度受到一定限制。
关键词：城市房屋信息数据库

专家经验识别

数据库更新

引言
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是城市地震抗震能力评估、地震应急救援指挥决策、震害预测
等工作的基础性数据库，其可靠性、完整性对决策、评估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具有重大影响，
获得准确的房屋数据，对于震前御灾、震中救灾和震后重建都具有重要意义（韩贞辉，2013）
。
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是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性工作。
一般地，采用现场逐栋调查的方式可获得真实可靠、信息完整的房屋基础性数据库，但
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利用此类方法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十分巨大，而且建设周期比较长；
同时也面临一个问题，即数据库的更新如果还采取相同的方式，重复投入对人力物力又是一
种浪费。目前，在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方面已经有所积累，可通过部门合作或从测绘公
司购置，但同样存在这样一些不足：①由于涉及信息的安全性与敏感性，数据交换获得的数
据库可能不完整；②由于数据库建设主要是满足建设方的自身需要，通过交换获得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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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难以满足实际研究需要；③通过合作或购置获得的数据库通常都会存在更新困难的问题（聂
高众等，2002；韩贞辉，2013）
，根据报道（郑树平等，2015；段锋等，2010；王丽莉等，2008）
，
一些已经建成的数据库其更新需要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同样惊人，而如果不及时更新，又会制约实
际工作中的应用。房屋基础性数据库的不完整、不能满足需要及更新不及时已经对防灾减灾工作
产生了很大制约，建立相对完整并能够及时更新的城市房屋信息数据显得日益紧迫。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遥感影像在城市建筑普查中得到了应用（哈丽娜等，2010；王
斌等，2014）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大数据时代的迅速到来，百度、高德等互联网地图（包
括遥感影像）更新越来越快、精度越来越高，街景地图也日益成熟，通过其可从多角度不同
方位对建筑结构及其细部进行展示，而且互联网上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有关房屋基础性信息
的数据，如果能从中提取有效信息，不仅能够为建立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提供新数据源，
节省大量经费与人力，而且也可据此对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完善补充，甚至可以采用适当的方
法实现随互联网地图更新同步更新数据库，故利用互联网数据建设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
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经济的方法。
本文结合在天津市和平区开展房屋基础调查工作的实例，介绍从互联网提取基础数据建
设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新思路及主要步骤，以期为其他地区开展类似工作提供参考。

1 基本技术思路与主要步骤
基本技术思路
本文采用了互联网结合专家调查的方式开展工作。其基本思想是：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
网数据的便捷性与多元性，提取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专家丰富的知识、经验与综合
分析判断能力对数据进行修正，有效提取数据并更新基础信息数据库。基本技术思路为：利
用数据采集技术获取互联网上有关目标区的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形成房屋信息数据表；
采集互联网地图数据并数字化，进行图表信息融合，形成城市房屋基础信息 GIS 数据库；利
用专家经验识别街景照片中房屋的信息，并开展必要的房屋现场调查，对初步形成的 GIS 数
据库进行补充与修正，实现城市房屋基础信息 GIS 数据库的建设。通过定期采集互联网地图
数据，比较不同期次地图差异，获取目标区地图与现有数据库对应地图的显著变化区，然后
定位并据此进行针对性调查，以实现数据库的更新与维护。技术框图如图 1 所示。
1.2 主要步骤
（1）互联网数据的采集
需采集的互联网数据可分为两部分，即房屋基础
信息数据和互联网地图数据。对于房屋基础信息数据
的采集，首先对数据源网站进行分析，这里主要的数
据源网站是房屋管理部门门户网站以及大量的房屋
中介网站。然后，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数据源网站搜
索并下载与房屋有关的基础信息，比如小区、楼层、
建筑年代、结构类型、建筑面积等。再次，对不同网
站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特别是对多源数据进行比较
图 1 技术路线框架图
选择，提升数据可靠性。最后，融合形成统一格式的
Fig. 1 Technical route frame
房屋信息数据表。对于互联网地图数据的采集，首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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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地图下载软件从目标地图网站下载分辨率较高的地图数据，一般为.jpg 格式的照片；然
后，自行编程对地图照片进行拼接；最后，将拼接好的照片数字化，形成 GIS 基础地图图层。
（2）图表数据的融合
将前述房屋信息数据表与 GIS 基础地图图层进行关联。鉴于数据量较大，宜通过编程实
现自动关联，形成初步的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互联网数据虽然便捷廉价，但大量的
公共建筑和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屋信息缺失；同时数据采集过程中由于互联网数据本身不完
整及受采集技术限制难免有所遗漏，故这个数据库是不完整的，还需采取其他方式对此进
行补充。
（3）街景地图与专家经验识别相结合提取房屋信息
目前在大中城市互联网街景地图非常普遍，通过街景地图不仅能看到房屋外观，而且一
些房屋的细部结构也展示得十分清楚，有些还可进行拉伸放大显示，其效果几乎等同于一般
的现场调查，使得通过街景地图与专家经验识别相结合提取房屋基础信息成为可能。此项工
作涉及大量专业知识，而且专家应对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房屋建筑发展特征有一定研究经验。
一般，对于公共建筑及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屋建筑基础信息，可将街景地图与专家经验识别相
结合进行有效提取，其工作量主要取决于前期互联网数据的采集程度。
（4）开展现场调查
对于一些断头路、死胡同地段的房屋信息“死角”
，则需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以获取其房
屋基础信息，进一步完善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一般而言，经过前几步的工作铺垫，现场调
查工作在布置上会有明显的针对性，工作量也将十分有限。
（5）利用地图对比识别技术进行数据库更新
由于近年来城市发展非常快，及时更新数据库显得十分关键。目前的互联网地图数据更
新速度基本能够与城市建设速度相适应，如果定期从互联网地图采集目标区地图数据，通过
对不同期次的目标区地图进行叠加对比，识别、定位显著变化区，即可确定数据库需要更新
的区域，据此开展针对性的调查，即可实现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及时更新。这时的调
查既可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也可采用街景地图与专家经验识别相结合的方式。

2 天津和平区房屋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天津市和平区概况及房屋的基本特点
（1）和平区概况
和平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面积 9.98 平方千米，常住人口 34.9 万，是全市金
融、商贸、教育和医疗卫生中心，是天津繁荣繁华的标志区。和平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五大道，完整保存着 20 世纪初建造的 2000 多座各国风格的小洋楼，拥有全市 76%的历史风
貌建筑和名人故居。南京路沿途有大量现代化的高层、超高层建筑，形成了天津重要的城市
发展集群；和平区还汇聚了天津大量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因此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关注度。
和平区很早就普及了互联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繁荣，与房屋有关的基础数
据迅速积累，该区域的电子地图、街景地图日益精细，这些为利用互联网数据建设更新城市
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提供了有利条件。
（2）房屋基本特点
天津市建有大量不同结构类型的建筑。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经济发展初期，建设了许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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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楼；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 20 年天津城市建筑结构变化很大，现代化高层建筑鳞次栉比，
天津市具有国际现代大都市的建筑样式（王明浩等，2006）。天津城市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天津
城市房屋具有建筑风格多样、结构形式复杂、传统与现代并存等基本特点，和平区即是其中
最典型的代表，这样的房屋特点对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2.2 和平区城市房屋基础数据库的建设
2016 年，在天津市和平区开展了城市房屋基础数据普查工作，采用了互联网数据与现场
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
首先，从天津多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房地产中介网站与房屋管理门户网站采集了和平区房
屋的基础信息，初步确定了和平区近 300 个小区的建筑面积、容积率、房屋结构类型、建筑
年代等基础信息，获得了 3429 条房屋基本信息数据。第二，从百度地图下载了分辨率较高的
和平区城市地图，并进行了数字化，确定了和平区有 5748 栋，这里栋指的是平面上各不相关
的区域。第三，自行编程对多源数据进行融合整理，并实现与 GIS 数字化地图的自动关联，
形成初步的 GIS 数据库，数据融合的可靠性分析采取地图抽样分析方式进行。通过这一步形
成的和平区城市房屋数据库的数据分布见图 2，从中可以看到整个目标区中还有较多的连片
空白区，这些空白区在地图上大多属于医院、学校、商场等各类商业、事业单位用地。这主
要是由于获得的数据主要采集自房产中介，采集的房屋数据主要是住宅类房屋。

图2
Fig. 2

通过数据采集与融合形成的 GIS 数据库数据分布图

Data distribution of GIS database after data collection and integration

由于大型商场、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单位的房屋基础信息很少公开，很难从互联网上
直接获取有效信息，但在中心城区，这类房屋的占比例又比较高，因此这类房屋的数据对数
据库是不可或缺的。为此，我们采用了街景地图与专家经验识别的人工提取房屋信息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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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的核实与采集，虽然工作量比较大，但是通过反复尝试，发现仍然有章可循。首先，
通过对和平区街景地图和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图片相结合的分析，发现在中心城区绝大多数建
筑至少有一个立面临街，即房屋至少一面会被街景地图拍摄，高分辨率的遥感卫星图片可在
平面上确定其基本布局；然后，由熟悉本地区房屋建筑结构特征、城市房屋建筑发展历史的
专家对街景和遥感卫星图片进行解读，能够对房屋的基本信息进行有效识别。通过街景照片
与遥感卫星图片不仅能够获得房屋的楼层、结构类型等基本信息，而且根据建筑外观特点、
装修风格、开窗大小、通道设置等特征还能判断出大致的房屋建设年代（精度为 5 年以内）
。
在和平区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中，通过这一步，数据库的完整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补充
后其数据分布见图 3，基本填补了绝大多数的“空白”区。此项工作关键在于专家过硬的专
业知识和现场经验，同时对目标区在城市发展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建筑风格、装修风格，结构
样式等十分熟悉，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图3
Fig. 3

通过街景地图的专家识别后 GIS 数据库的数据分布图

Data distribution of GIS database after identification of experts through the street view

通过上述两步工作，数据库中还剩有少量“空白”，根据遥感照片的显示，主要是在老旧
棚户区、断头路两侧、死胡同等地段，这部分工作只能通过实地调查考察加以补充。通过初
步建成的数据库与遥感照片比较，调查目标能够非常直观地显示，使得调查目标更明确也更
具针对性。由于和平区位于天津中心城区，经济发达，这部分工作的工作量比较小。图 4 显
示了和平区信华南里小区的现场调查情况，从互联网地图上看，该小区内有较明显的“空白”
（图 4（a）
），与遥感影像对比可以看到有大量低矮房屋（图 4（b）
），通过现场调查来看，的
确有大量低矮二层、年代久远的房屋存在（图 4（c）、（d））
。由于这一步的工作量较小，最
终形成的 GIS 数据库与图 3 区别很小，这里不再展示。
数据库的及时更新十分关键。我们在和平区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建设中，采用了对比不
同期次地图数据的方式对数据库进行更新。首先，下载开始建设数据库时的地图数据，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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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这种地图数据都是.jpg 格式的图片，将其拼接为覆盖整个和平区的图片；第二，每半年
下载 1 次和平区的地图照片进行拼接；第三，叠加对比这两次下载的目标地图图片，识别并
定位影像变化显著区，这里我们先将这两次的图片转为黑白图片，然后再叠加对比；第四，
对变化显著区进行补充调查，实现数据库的更新。本项工作开展至今共下载和平区地图数据
3 次，通过叠加对比，未有明显变化区，主要是由于目标区处于市中心，城市建设基本完成，
故这 3 期地图数据几乎没有变化。

（a）互联网地图显示的和平区信华南里小区

（b）遥感影像显示的和平区信华南里小区

（c）信华南里现场调查照片 1

（d）信华南里现场调查照片 2

图4
Fig. 4

和平区信华南里小区现场调查

Field investigation of Xinhuananli court in Heping district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利用互联网数据建设与更新城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技术思路，并以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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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平区为例介绍了其主要步骤。该方法经济、便利、易实现，适用于大中城市的房屋基
本信息普查工作。该方法有两个适用条件：一是目标区的互联网数据要丰富，能够提供必
要的数据基础；二是调查专家对目标区房屋建筑特点、结构类型特征十分熟悉，可根据街
景照片等有效提取房屋基本信息。上述两个条件直接决定了数据库建设的精度和可靠性，
这也限制了该方法在广大农村地区房屋数据库建设中的推广。随著互联网日益发达，互联
网数据对农村的覆盖将越来越深入，精度也将越来越高，数据提取技术更精准，其适用性
将会得到不断提升。
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①现场调查工作必不可少。互联网数据获取虽
然方便，但不一定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同时也可能夹杂虚假数据，故开展现场调查进行核
实与补充十分必要；②数据库更新速度受制于地图供应商的数据更新速度，这样的更新速度
是否适合研究需要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③目前的房产中介机构由于受商业竞争等影响，
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的保护，对大批量数据的采集逐渐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封锁，同时个人
也越来越注意隐私保护，这加大了数据采集难度。
本文提供了利用互联网数据建设城市房屋基础信息的基本技术思路，基本上能够解决城
市房屋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有无”问题，但其结果还比较粗糙，还不能满足对数据精度要求
高的工作需求。要建立精度高、更新快的城市房屋信息数据库，最好是部门间实现数据共享，
具有统一的采集更新机制（李洺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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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Building Basic Information Database
of Urban Buildings by Using Intern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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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method for establishing and updating urban building database is proposed in the paper. First，

basic informa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is directly extracted and effectively compromised with map from internet,
and combined street view map and remote sensing photographs with expert experiences. Second, basic information
of public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s were distinguished for those which could not be obtained from internet directly.
Third, the data was supplemented and verified by on-site investigation, then a database would be established. Lastly,
downloading maps of investigation area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uperimposing and comparing these maps, then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area is located where some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s would do, a primary urban buildings
database would be updated regularly. According to the case study of building database establishment in Heping
district in Tianjin, we found that the method is convenient and very effective and can be updated periodically. It is a
good reference for establishment of basic information database of other cities.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note that due to
limitation of the integrity, reliability and details of data for internet, the accuracy of database is largely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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