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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监督和 YOLOX 的农村房屋建设状态识别算法*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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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了提升自然场景中农村在建房屋的识别准确率，并为后续的农村违建房屋
智能化监管提供技术支撑。【方法】文章基于无监督聚类和 YOLOX 目标检测算法，发展了
一种乡村房屋在建状态识别方法。首先，构建在建房屋无监督聚类模型，并以此对在建房

屋进行类别精细划分，使得不同类别之间特征差异较大，相同类别特征差异较小，其次，
再使用划分好的类别制作房屋检测数据集，并训练 YOLOX 目标检测模型对在建房屋进行识
别，最后，在在建房屋数据集上设计模型对比实验，以此验证算法有效性。【结果】实验结

果表明：在在建房屋识别任务中，基于无监督聚类和 YOLOX 的在建房屋识别算法 mAP 为
83.27%，比采用原始数据 （不进行在建房屋类别划分） 训练的 YOLOX 算法 mAP 提升了

7.91%，同时比采用人工划分类别的 YOLOX 算法 mAP 提升了 5.08%。【结论】因此该文方法
有效提升了乡村房屋在建状态的识别精度，同时也为具有复杂场景和多个不同状态的目标
进行识别时，提升识别准确率提供一种有效且可靠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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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乡村农房建设的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也变得日益重要。在经
济条件好转之后，人们都会选择改善其现有的居住条件，在原有宅基地或者另寻它处进
行房屋修建，然而，由于人力监管的缺乏以及其效率低下的原因，对于房屋修建过程中
所出现的违规违建现象，不能及时的进行处理，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利用。
因此，为了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保障农村土地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通过目标检测技
术对在建房屋进行识别和预警，从而实现智能化监管。
目标检测技术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被广泛用于自动驾驶 ［1-2］，智能
机器人 ［3］，视频监控 ［4］ 等领域，传统的目标检测技术主要依赖于手工设计的特征，例如

Haar ［5］，Hog ［6］ 等，由于手工设计的特征具有高度复杂性，同时在目标形变、光照变化、

背景复杂时特征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此传统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高、鲁棒性低。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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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技术快速发展，检测的精度和速度都得到质的飞跃，成为了当

前的主流算法。主要可分为 one-stage 和 two-stage 两大类，two-stage 类算法将检测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待检测图像中提取出多个候选区域，第二个阶段通过神经网络对
候选区域的类别进行预测以及对边框的位置进行回归。其经典网络有 RCNN ［7］，Fast

RCNN ［8］、Faster RCNN ［9］、SPPNet ［10］ 等，这类方法一般具有较高的检测精度，但是存在
模型训练过程复杂且不易优化、训练时间长以及实时性较低等缺陷。相比较而言，one-

stage 是一类端到端的检测算法，在检测过程中不需要提取候选区域，而是将目标类别信
息和位置信息的预测融合到一个网络中，直接通过单个网络输出目标的类别和位置，其

经典网络有 SSD ［11］、CenterNet ［12］、YOLO ［13-16］ 系列等，由于这类网络实现了端到端的预
测，因此具有较快的检测速度，但是其检测精度会略微降低。

目前，对于建筑物的识别大都集中于遥感领域，针对摄像头拍摄建筑物的识别研究

较少，董伟达 ［17］ 等人提出融合 CANNY 算子和 HOG 算子的方法来识别建筑物，由于提取
的特征描述不够完善，在复杂环境中识别精度较低，邓瑞 ［18］ 等人使用改进的 FasterRCNN 网络对城市中的地标建筑物进行识别，但存在识别速度较低的问题。

对于乡村在建房屋识别而言，房屋在修建的过程中，不同时期所呈现的状态各不相

同，并且由于摄像头拍摄的角度不同以及房屋之间的遮挡，导致同一房屋特征差异较大，
同时房屋修建的类型也各不相同，使得在建房屋数据异常复杂，因此仅使用目标检测算
法对在建房屋进行识别，其精度会有一定局限性。为了解决该类问题，提升在建房屋识
别准确率，该文通过对比聚类 ［19］ 的无监督方式对在建房屋数据集进行处理，得到在建房
屋更加精细化的类别，然后基于聚类结果重新构建在建房屋检测数据集，最后使用
YOLOX ［20］ 算法训练在建房屋检测模型。

1 研究数据
该研究通过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所布置的多个高空摄像头，通过软件平台操作摄像
头，对丹棱县各个地区的在建房屋进行采集，在采集数据时，对同一个在建房屋尽可能
多的收集摄像头不同角度和不同焦距下所拍摄的数据，并且对每个在建房屋各个时期的
状态进行长时间的跟踪采集，同时也尽可能多收集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房屋类型的数据，
建立完备的在建房屋数据集，该文研究房屋数据集总共包含图片 4 280 张，数据样例展示
如下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现有目标检测算法大都是采用监督学习的方式，即人工标注出图像中感兴趣的目标
的类别和位置，将其作为目标进行网络训练。对于在建房屋识别而言，因其数据状态繁
多，类型多变以及背景复杂等因素，如采用单一的类别标签 （例如“在建房屋”） 对数
据进行标注，数据之间的特征差异较大使得模型不能收敛到一个较好的结果，造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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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在建房屋图像
Fig.1 Example image of building house

精度较低；或者采用人工对在建房屋数据进行多类别标签标注，不仅耗时耗力，而且数
据的复杂性也使类别划分困难，同时在新增训练数据时，也容易造成人工划分类别错误，
从而造成模型训练效果不佳。因此，该文融合无监督聚类和 YOLOX 目标检测算法来对在
建房屋进行识别。

算法可概括为以下步骤且算法原理如图 2 所示：①数据集预处理；对收集到的数据

中的在建房屋进行人工标注 （标注出房屋的精确位置，房屋的类别标签可随意指定），然

后将标注后的在建房屋进行裁剪，得到在建房屋图像数据集。②数据对比聚类；设置好

聚类的类别数目，然后将步骤 1 所得到的在建房屋图像数据采用对比聚类的无监督方式
对其进行类别划分。③标签重定义；各个裁剪后的在建房屋数据通过聚类后都有相应的
类别标签，将该类别标签替换到替换到对应原始图像上的标签。④检测模型训练；对于
替换好标签的在建房屋数据集，采用 YOLOX-L 目标检测算法进行模型训练。⑤模型置信

度阈值设定；根据房屋数据的每个类别在测试集的预测效果，调整好每个类别的置信度
阈值，更好的权衡在建房屋识别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2.1

在建房屋数据无监督聚类

对比聚类 （Contrastive Clustering）［19］ 是基于对比学习思想的一种单阶段在线聚类算

法，将特征提取和聚类分配融合到一个网络中进行学习优化，实现对在线数据的聚类处

理，同时也具有较好的聚类精度。因此该文采用对比聚类算法对在建房屋数据集进行无
监督聚类，从而得到最优的类别划分。

首先将采集到的房屋数据使用 LabelImg 进行在建房屋标注，此时标注的标签可随意

设定，然后根据标注的位置坐标信息对目标进行裁剪，再使用对比聚类算法构建房屋无
监督聚类模型，最后再通过该模型对裁剪后的在建房屋数据进行类别精细划分，流程如
下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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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原理

Fig.2 Algorithm schematic diagram

图 3 在建房屋数据无监督聚类
Fig.3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of building house data

其中，在建房屋的对比聚类模型构建方式可概括为如下步骤，首先根据裁剪的在建
房屋目标作为输入图像，然后经过两种不同的数据增强方式对输入图像进行增强处理以
此来建立正负样本对，再经过相同结构的特征提取网络进行特征提取，最后在实例层面
（Instance-Level） 和集群层面 （Cluster-Level） 进行对比学习，即最大化正样本对之间的
相似性和最小化负样本对之间的相似性来优化网络参数进而构建出在建房屋聚类模型，
其原理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对比聚类原理
Fig.4

2.2

Principle of contrastive clustering

房屋在建状态识别

YOLOX ［20］ 是旷视科技研究院在 2021 年提出的一种高性能检测算法，将近年来目

标检测领域中的优秀策略融入到 YOLO 算法中，包括检测头部解耦，Anchor-free 机

制、更强的数据增强 （Mosaic 和 Mixup） 以及高级标签分配策略 （simOTA） 等。并且

YOLOX 总共有 S、M、L、X 等 4 种不同大小的模型，其中 YOLOX-S 模型参数量最少，
推理速度最快，但是检测精度也相对于较低一些，其他 3 种模型是通过不同程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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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网络的宽度和深度演变而来，其检测精度逐渐增加，但参数量也逐渐增加，推理

速 度 也 随 之 变 慢 。 该 文 为 了 权 衡 速 度 与 精 度 选 用 YOLOX-L 模 型 对 在 建 房 屋 进 行
识别。

裁剪后的在建房屋数据经过对比聚类模型类别划分后，每个在建房屋都有一个确定
的类别标签，使用该标签对裁剪之前的原始图像上该目标的标签进行替换，从而得到多
类别标签的在建房屋数据集，然后利用该数据集训练 YOLOX-L 在建房屋检测模型。最

后，算法在实际场景进行应用时，只需识别出在建房屋，而与房屋的类别无关，考虑到
在建房屋各个类别的识别精度的差异，因此可根据模型在测试集上的预测精度，为每个
类别设置不同的置信度阈值，从而使得模型的精度和召回率有一个更好的权衡，在建房
屋检测流程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在建房屋检测流程
Fig.5 Detection process of building house

2.3

实验环境和参数配置

本 次 实 验 在 python3.7.11， cuda10.2， pytorch1.10 的 环 境 上 进 行 ， 所 有 模 型 均 在

NVIDIA Tesla T4 GPU 上进行训练和测试。在模型训练时，训练轮数为 300 个 epoch，批处
理大小设置为 16，权重衰减因子设置为 0.000 5，初始学习率为 0.001。
2.4

评估标准

采用目标检测常用评估指标 mAP （Mean Average Precision） 进行精度评估，其数值

越大代表检测精度越高，计算公示为：

mAP = ∑i = 1 AP i N
N

（1）

式 （1） 中，AP 表示每个类别的准确率，采用每个类别在不同 Iou 下的准确率和召回

率所形成的 PR 曲线的面积来进行计算，N 表示目标的类别数量。

3 结果与分析
图 6 为在建房屋经过对比聚类后将其划分为 5 类的部分结果图。从图 6 可以看出，经

过对比聚类后相似的在建房屋被划分为一类，并且外观差异较大的被划分为了不同类别。
同时为了验证该文算法的有效性，设计算法对比实验，分别对不采用类别划分的原始数
据；人工划分为 3 个类别的数据以及该文采用对比聚类划分的 5 个类别数据，在相同的训

练参数下训练 YOLOX-L 模型，在测试集上的精度如下表 1 所示以及测试结果的部分图像
如下图 7，图 8 和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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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建房屋聚类结果
Fig.6 Clustering results of buildng house

图 7 不划分类别的 YOLOX 算法结果
Fig.7 Results of YOLOX algorithm without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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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人工划分 3 类的 YOLOX 算法结果
Fig.8 Results of YOLOX algorithm for manual classification of 3 classes

图9

算法结果

Fig.9 Algorithm results

表 1 算法测试精度
Table 1 Algorithm test accuracy
算法名称

算法精度（mAP）

不采用类别划分的 YOLOX 算法

75.36%

该文算法

83.27%

人工划分为 3 类的 YOLOX 算法

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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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图 8 和图 9 分别为同一场景下 3 种算法的识别结果图，每副图像中不同颜色的

矩形框代表所划分的在建房屋的不同类别。经过对比可知，融合无监督聚类的在建房屋

识别算法效果最优，能够检测出更多的在建房屋，以 3 副图像左下角部分的在建房屋识
别为例，不采用类别划分和采用人工划分为 3 类的两种算法均只识别到 2 个在建房屋目

标，而该文算法能够准确识别到 3 个在建房屋，同时从图像右下角图像识别也可以看出，
该图像中存在一个在建房屋，前两种算法均未能识别到目标，只有该文算法对其进行了

精准的识别。同时从表 1 可知，该文算法的 mAP 为 83.27%，较其他两种算法精度都有一
定提升。综上表明，通过该文策略能够有效提升在建房屋的识别精度。

4 结论
针对乡村在建房屋识别任务，该文通过无监督聚类的思想对具有复杂多变的在建房
屋类型的数据进行处理，实现数据类型的自动划分，使得同类别中的数据特征相似度高，
不同类别数据之间的特征差异较大，这样便更加有利于检测模型的快速收敛和精度的提
升，同时借助对比聚类这种在线聚类算法，相比于人工划分，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样本标
注的难度和时间成本以及人为划分数据类别时可能出现错误划分的情况，从而影响检测
模型的检测精度。其次，将 YOLOX 检测算法应用于乡村在建房屋识别，最后，由于在实

际场景中房屋之间相互遮挡严重影响识别精度的问题，是下一步主要研究和优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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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rural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scenes，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of rural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Method］Based on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and
YOLOX target detection algorithm，a rural house status recognition method i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First， the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model of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 is constructed，
and the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 are divided into categories， so that the fea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categories are large and the feature differences of the same category are small.
Secondly， the divided categories are used to make the housing detection data set， and the

YOLOX target detection model is trained to identify the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Finally，a
model comparison experiment is designed on the housing data set under construction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Result］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task of
identifying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 mAP of the house under construction identific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and YOLOX is 83.27%，compared with the YOLOX

algorithm trained by raw data （no classification of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 its mAP
improved by 5.08% and 7.91% compared with the YOLOX algorithm based on manual
classification.［Conclusion］Therefore，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rural houses under construction，It also provides an effective and reliable solution to
improve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data with complex scenes and multiple different states.

Key words： unsupervised clustering； YOLOX； rural housing； target detection； state
complex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