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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地理实体与地名地址数据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地理实体及地名地址数据的坐标系统、概念模型、
数据组织、几何表达基本规则、地理实体数据的多尺度表达与地理实体数据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地理实体数据及地名地址数据的制作、加工与处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17-2009 公路路线标识规则和国道编号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T 10114 县以下行政区划代码编制规则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 18030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扩充
GB/T 18521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GB/T 21381-2008 交通管理地理信息实体标识编码规则城市道路
GB/T 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 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GB/T 25334-20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线路名称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platform for geoinformation common services

实现在线地理信息服务所需的信息数据、服务功能及其运行支撑环境的总称。
3.2.
图元
geometric primitive
表示空间内单一、连通和同质元素的几何对象，一般为点、线、面。
3.3.
地理实体

geo-entity

现实世界中具有共同性质的自然或人工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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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地名

geographic name

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3.5.
地址

address

具有地名的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位置的结构化描述。
4. 坐标系统
地理实体与地名地址数据的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
。
5. 概念模型
5.1. 地理实体数据的概念模型
地理实体数据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由图元层与实体层构成。
a）图元层为地理实体的构成单元，用点、线、面表达。这些点、线、面以图元标识码
（ElemID）唯一标识。
b）实体层由一个或多个图元构成，用图元或图元的组合表达。地理实体通过实体标识
码（EntiID）进行标识。

实体层次，
由图元构成
的地理实体

地理实体
-地理实体标识码 : 字符型
-名称 : 字符型

1
*

图元层次，
是地理实体的
基本构成单元

图元

<<type>>字符型

-图元标识码 : 字符型
-信息分类码 : 字符型

图 1 地理实体数据的概念模型
5.2. 地名地址数据的概念模型
地名地址以地理位置标识点来表达，包含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地名地址代码等信息，
其概念模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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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标识点

地名地址

地理实体

-地名地址信息 : 地名地址信息
1..*

1

<<type>>字符型
地名地址信息
-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 : 字符型
-地名地址代码 : 地名地址代码
-横坐标 : 数值型
-纵坐标 : 数值型
-名称 : 字符型
-别名 : 字符型
-地名地址分类 : 字符型

<<type>>数值型

<<type>>地名地址代码

图 2 地名地址数据的概念模型
6. 数据组织
6.1. 地理实体数据组织
6.1.1. 地理实体数据表定义
地理实体数据以空间无缝、内容分层的方式组织，由图元表和实体表构成，两表间通过
1

图元标识码建立关联 。
以下以路网数据为例说明地理实体数据组织的逻辑结构。图 3 所示的道路网络由图元标
识码为 00001-00005 的 5 段弧段（线图元）构成，其图元信息存储在“图元表”中，实体信
息存储在“实体表”中。图元表记录构成路网的弧段的几何形状与空间位置，实体表记录某
一地理实体的图元构成与实体标识码。某国道（G×××000000）由图元 00001，00003，00005
构成，某省道（S×××××0000）由图元 00002，00003，00004 构成。
00001

00004
00003

00002

00005

实体标识码

图元标识码

图元标识码

几何类型

G×××000000

00001

00001

线

G×××000000

00003

00002

线

G×××000000

00005

00003

线

S×××××0000

00002

00004

线

S×××××0000

00003

00005

线

S×××××0000

00004

图元表

实体表

图 3 地理实体数据的逻辑结构
1

注：数据生产制作时，可以将“实体表”合并到“图元表”中。具体做法是在“图元表”中添加“地理
实体标识码”字段，如果出现一个图元同属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可通过顺序增加“地理实体标识码”字
段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为使字段不重名，在增加的字段后添加顺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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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图元表与实体表命名规则
图元表命名规则如 4 所示。
× ××× ×× ××××××
行政区划代码

××

几何类型标识
数据内容标识
比例尺代码

图 4 图元表命名规则
实体表命名规则如图 5 所示。
× ××× ××××××
行政区划代码

××

数据内容标识
比例尺代码

图 5 实体表命名规则
其中，行政区划代码标明数据来源。如国家级数据的编码为“000000”
，省级数据（黑
龙江）为“230000”
，市级数据（哈尔滨市）为“230100”。数据比例尺、数据内容及几何类
型标识代码如表 1 所列。
表 1 数据比例尺、数据内容与几何类型标识代码
比例尺代码
比例尺
代码
1:1 000 000
A
1:500 000
B
1:250 000
C
1:100 000
D
1:50 000
E
1:25 000
F
1:10 000
G
1:5 000
H
1:2 000
I
1:1 000
J
1:500
K

数据内容标识
内容
代码
境界
BOU
政区
ARE
道路网
ROA
铁路网
RAI
水网
HYD
院落
YAR
房屋
BUI

6.1.3. 地理实体数据的基本属性项
6.1.3.1. 地理实体标识码
地理实体标识码编码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理实体标识码编码规则
地理实体标识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A。
b）地理实体标识码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地理实体标识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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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类型
代码
点
PT
线
LN
多边形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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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文名称：ENTIID
（3）字段含义：地理实体标识
（4）数据类型：字符
（5）约束：

必填

（6）值域范围：字母和数字组合
6.1.3.2. 图元标识码
图元标识码编码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图元标识码编码规则
图元标识码编码规则见附录 B。
b）图元标识码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图元标识码
（2）英文名称：ELEMID
（3）字段含义：图元标识
（4）数据类型：字符
（5）约束：

必填

（6）值域范围：字母和数字组合
6.1.3.3. 信息分类码
信息分类码编码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信息分类码编码规则
信息分类码编码规则按 GB/T 13923-2006 执行。
b）信息分类码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信息分类码
（2）英文名称：CLASID
（3）字段含义：信息分类代码
（4）数据类型：字符
（5）约束：

必填

（6）值域范围：数字组合
6.1.3.4. 地理实体名称
地理实体名称的描述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理实体名称描述规则
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b）地理实体名称属性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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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段名称：地理实体名称
（2）英文名称：NAME
（3）字段含义：地名
（4）数据类型：字符串
（5）约束：

选填

（6）值域范围：汉字、字母和数字组合，汉字字符集遵循 GB 18030 规定
6.2. 地名地址数据组织
6.2.1. 地名地址数据表命名规则
地名地址数据表命名规则如图 6 所示。
× ××× ×× ××××××
行政区划代码

××

几何类型标识
数据内容标识
比例尺代码

图 6 地名地址数据表命名规则
其中，比例尺代码、几何类型代码与行政区划代码见表 1，数据内容标识为 PLN。
6.2.2. 地名地址数据的基本属性项
6.2.2.1. 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
结构化地址描述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规则
采用分段组合的方式描述，由行政区域、基本区域限定物、局部点位置三大类要素构成。
描述使用巴科斯范式（BNF）语法，其语法规定如下：尖括号（<>）内包含的是必选项；方
括号（[]）内包含的为可选项；竖线（|）表示在其左右两边任选一项；::= 表示“被定义
为”
。
<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行政区域名称>[基本区域限定物名称][局部点位置描述]
其中，
<行政区域名称>::=[洲级][国家级]<省级>[地区级]<县级>[乡级]
<基本区域限定物名称>::=<街>|<巷>|<居民小区>|<村>
<局部点位置描述>::=<门（楼）址>|<标志物名>|<兴趣点名>
在基本区域限定物地名中，如遇有使用小区名和街巷名描述均可的情况时，街巷名优先
于小区名；局部点位置中，遇有使用标志物名、兴趣点名和门（楼）址描述均可的情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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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楼）址优先标志物名、标志物名优先兴趣点名。
b）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结构化地名地址描述
（2）英文名称：ADDNAME
（3）字段含义：地名地址的结构化描述信息
（4）数据类型：字符串
（5）约束：

必填

（6）值域范围：汉字、字母和数字组合。汉字字符集遵循 GB 18030 规定
6.2.2.2. 地名地址代码
地名地地址代码的编码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地名地址编码规则按 GB/T 23705-2009 执行。
b）地名地址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地名地址代码
（2）英文名称：ADDCODE
（3）字段含义：用来唯一性标识一条地名地址记录的代码
（4）数据类型：字符
（5）约束：

选填

（6）值域范围：数字组合，任意两条地名地址记录的编码不可重复
6.2.2.3. 地名地址坐标
地名地址坐标的表达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名地址坐标表达规则
以地理位置标识点的经纬度表达。
b）经度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经度
（2）英文名称：LON
（3）字段含义：地理位置标识点的经度
（4）数据类型：数值
（5）约束：

必填

c）纬度属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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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段名称：纬度
（2）英文名称：LAT
（3）字段含义：地理位置标识点的纬度
（4）数据类型：数值
（5）约束：

必填

6.2.2.4. 地理实体名称
地理实体名称的描述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理实体名称描述规则
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
b）地理实体名称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地理实体名称
（2）英文名称：NAME
（3）字段含义：地名
（4）数据类型：字符串
（5）约束：

选填

（6）值域范围：汉字、字母和数字组合，汉字字符集遵循 GB 18030 规定
6.2.2.5. 地名地址分类
地名地址分类代码描述规则与属性结构定义如下：
a）地名地址分类代码描述规则
地名地址分类代码描述规则按 GB/T 18521 执行。
b）地名地址分类代码属性结构
（1）字段名称：地名地址分类代码
（2）英文名称：CLASID
（3）字段含义：地名地址类别
（4）数据类型：字符串
（5）约束：

选填

（6）值域范围：数字组合
7. 几何表达基本规则
7.1. 地理实体数据几何表达基本规则
地理实体数据的几何表达遵循以下规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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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线表达的水系、交通等要素应保证线段的连续。例如，面状河流或道路应提取骨
架线或中轴线，并与相接的线状河流或道路构成连通网络，遇有桥梁使河流或道路中断时，
应在断开处添加线段使河流或道路保持连通。
b）以面表达的政区、院落、房屋等要素应保证面的封闭。例如，表示院落时应提取构
成院落轮廓的边线并构建封闭面。
c）正确处理要素间的空间关系，保证要素间空间关系的合理与逻辑一致。例如，以河
流为界的界线数据，表示界线的线应当与表示河流的线在空间上一致。
7.2. 地名地址数据几何表达基本规则
地名地址数据以地理位置标识点表达，地理位置标识点的定义规则如下：
a）区域实体地名的地理位置标识：
（1）行政区划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的点位；
（2）行政区划内标志性建设物的点位；
（3）面状区域的重心点点位。
b）线状实体地名的地理位置标识：
（1）线状实体中心点的点位；
（2）线状实体中心线系列点的点位；
（3）线状地物（河流、山脉等）的标志点。
c）局部点的地理位置标识：
（1）门（楼）址标牌位置或建筑物任意内点的点位；
（2）标志物中心点的点位；
（3）兴趣点门面中心点或特征点的点位；
（4）自然地物的中心点或标志点。
8. 地理实体数据的多尺度表达
按照比例尺的不同，地理实体数据分为小比例尺、中比例尺和大比例尺，如表 2 所示。
地理实体表达的最小粒度应与对应比例尺相适应。例如，小比例尺政区与境界实体的最小粒
度至三级行政区（市辖区、县级市、县、旗、特区、林区）及相应界线；大比例尺的境界与
政区实体的最小粒度至四级行政区（区公所、镇、乡、苏木、街道）及相应界线。
表 2 地理实体数据比例尺
小比例尺
中比例尺
大比例尺

比例尺 1
1:5 万
1:1 万
1:500

比例尺 2
1:25 万
1:5000
1:1000

比例尺 3
1:100 万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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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理实体数据内容
9.1. 地理实体数据内容定义
地理实体包括基本实体与扩展实体两类。其中，基本地理实体包括政区实体、境界实体、
道路实体、铁路实体、河流实体、房屋实体、院落实体；扩展地理实体可根据数据源情况进
行定义，但应遵循本标准的规定。
9.2. 基本地理实体数据内容
9.2.1. 政区实体
政区实体由不同级别的行政单元构成，包括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
、县（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乡（区公所、镇、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街道）等。
9.2.2. 境界实体
境界实体由不同级别的行政单元边界构成，包括国家、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
区）
、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
、县（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
区）
、乡（区公所、镇、苏木、民族乡、民族苏木、街道）等的行政边界。
9.2.3. 道路实体
道路实体由道路中心线或车道中心线构成，并形成连通的道路网络。道路实体按道路名
称或路线编号构建，即将具有相同名称或路线编号，并且在空间上相连的道路中心线或车道
中心线定义为表示该道路的实体。
9.2.4. 铁路实体
铁路实体由铁路中心线构成，并形成连通的铁路网络。铁路实体按铁路名称或线路名称
代码构建，即将具有同一名称或线路名称代码，并且在空间上相连的铁路中心线定义为表示
该铁路的实体。
9.2.5. 河流实体
河流实体按由河流骨架线构成，并形成连通的水系网络。河流实体按河流名称构建，即
将具有同一名称，并且在空间上相连的河流的骨架线定义为表示该河流的实体。如果河流通
过水库或湖泊等相连，则构建骨架线时需同时采集穿越水库或湖泊的虚拟线，以保证水网数
据的连通。
9.2.6. 房屋实体
房屋实体由表示房屋外轮廓的封闭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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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院落实体
院落实体由表示院落外轮廓的封闭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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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地理实体标识码编码规则
A.1 政区实体标识码
政区实体标识码结构如图 A.1。
× ××× ×× ×× ×× ×××
四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区公所、镇、乡、苏木、街道）
三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市辖区、县级市、县、旗、特区、林区）
二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
一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国家（地区）名称代码（国家）
大洲或国际公有领域代码

图 A.1 政区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1 所示：
表 A.1 政区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大洲或国际公有领域代码

长度
1

国家（地区）名称代码（国家）
一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省、直辖市、
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二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地级市、地区、
自治州、盟）
三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市辖区、县级
市、县、旗、特区、林区）
四级行政区域名称代码（区公所、镇、
乡、苏木、街道）

3
2

描述和说明
按 GB/T 18521 执行，采用一位数字码：
1-亚洲；2-欧洲；3-非洲；4-大洋洲；5-北美
洲；6-南美洲；7-跨大洲；8-国际公有领域
按 GB/T 2659 执行，采用三字符拉丁字母代码
按 GB/T 2260 执行

2
2
3

按 GB/T 10114 执行

A.2 境界实体标识码
境界实体标识码是境界两侧相邻政区实体标识码的组合。其结构如图 A.2：
×××××××××××××

×××××××××××××
政区 2 实体标识码
政区 1 实体标识码

图 A.2 境界实体标识码结构
编码规则如下：
a）中国海域国界线统一编码为：1CHN0000000009999999999999。
b）国界线代码按照先中国后外国的顺序排列，其中，中国政区区域代码（政区 1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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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码）编至县级，外国政区区域代码（政区 2 实体标识码）编至国家。
示例 1：
“中国”政区区域代码：1CHN451026000
“越南”政区区域代码：1VIE000000000
“中越边境”政区界线代码：1CHN4510260001VIE000000000
“中越边境”政区界线名称：中国-越南
c）除国界外，其他界线两侧政区区域代码的顺序按从小到大排列，政区区域代码编至
县级，政区界线名称按照“×省×地×县”的方式填写，如为直辖市，界线名称按照“×省
×县”的方式填写。
示例 2：
“北京”政区区域代码：1CHN110111000
“河北”政区区域代码：1CHN130681000
“北京河北界”政区界线代码：1CHN1101110001CHN130681000
“北京河北界”政区界线名称：北京市房山区-河北省涿州市
A.3 道路实体标识码
道路实体标识码结构如图 A.3 所示：
× ××× ×××××× ×××××××
顺序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公路路线编号
道路类别

图 A.3 道路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2 所示：
表 A.2 道路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道路类别代码

长度
1

公路路线编号
行政区划代码

4
6

顺序代码

7

描述和说明
按 GB/T 917-2009 执行，并针对城市道路进行扩展：
G-国道；S-省道；X-县道；Y-乡道；Z-专用道路；C-城市道路
按 GB/T 917-2009 执行，城市道路此段编号为“0000”
按 GB/T 2260 执行
（注：跨政区道路的此段码取其上一级的行政区划代码）
用于城市道路，公路此段码不赋值，按 GB/T 21381-2008 执行

A.4 铁路实体标识码
铁路线路代码，其结构如图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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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线路顺序号
线路类别

图 A.4 铁路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3 所示：
表 A.3 铁路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线路类别
线路顺序号

长度
1
3

描述和说明
按 GB/T 25334-2010 执行
按 GB/T 25334-2010 执行

A.5 河流实体标识码
河流实体标识码结构如图 A.5。
×

×

××

×

××

×
河流等级，一位数字码
六、七级河流，两位数字及字母码

二级和二级以下支流，一位数字及字母码（五级河流）
主干河流或一级支流，两位数字码（三、四级河流）
二级流域，一位字母码（二级河流）
一级流域，一位字母码（一级河流）

图 A.5 河流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4 所示：
表 A.4 河流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一级流域和内流区
二级流域和内流区
主干河流与一级支流
二级和二级以下支流
六、七级河流
河流等级

长度
1
1
2
1
2
1

描述和说明
字母码，从字母 A 开始顺序排列
字母码，从字母 A 开始顺序排列
数字码，01—09 表示流域中主干河流；10—99 表示一级支流。
数字字母码，从 1—9，再从 A 开始顺序排列
数字字母码，从 01—99，再从 A0-Z9 开始顺序排列。
数字码，1—7 表示河流等级，8 表示沟渠，9 表示运河

A.6 房屋实体标识码
房屋实体标识码结构如图 A.6。
× ××× ×× ×× ×× ×××

××
顺序代码

房屋实体所在政区实体标识码

图 A.6 房屋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5 所示：
表 A.5 房屋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房屋所在政区实体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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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描述和说明
按附录 A.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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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代码

最小政区内房屋顺序代码，代码位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扩充

A.7 院落实体标识码
院落实体标识码结构如图 A.7。
× ××× ×× ×× ×× ×××

××
顺序代码

院落实体所在政区实体标识码

图 A.7 院落实体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A.6 所示：
表 A.6 院落实体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院落所在政区实体标识码
顺序代码

长度
13

描述和说明
按附录 A.1 表示
最小政区内院落顺序代码，代码位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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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图元标识码编码规则
图元标识码结构如图 B.1。
×××××× × ××
顺序代码
数据比例尺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图 B.1 图元标识码结构
具体编码方法如表 B.1 所示：
表 B.1 图元标识码编码方法
码段
行政区划代码
数据比例尺代码

顺序代码

16

长度
6
1

说明
数据生产或维护测绘地理信息部门对应的行政区划编码
（注：标识数据来源，而不是针对图元所属区域）
1:1 000 000 – A
1:500 000 – B
1:250 000 – C
1:100 000 – D
1:50 000 – E
1:25 000 – F
1:10 000 – G
1:5 000 – H
1:2 000 – I
1:1 000 – J
1:500 – K
顺序代码，代码位数可根据实际情况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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