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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编码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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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大部分的地理位置信息都采用文本方式进行描述而非地理坐标，提出适合中国地址描述实际情况的地理编码关键技术和实现
方法，主要包括地址标准化、地址匹配、地理编码量化等，并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实现了中文和英文地理编码功能，实验证明该方法具
有较小的地理编码误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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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most of recent GIS system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information is described in text rather than geographic coordinat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key technology and accomplish method of geocoding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address standardization, address matching, address 

geocoding quantification and so on. Using the design and method, this paper adds the address geocoding module in GIS Platform. Experiment proves 
that the design and method proposed have low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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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编码概述  
地理编码也称地址匹配，是指将地址映射成地理坐标的

过程，提供了一种把描述成文本地址的地理位置信息转换成
地理坐标的方式 [1]。计算机无法通过文字叙述直接找到目标
位置，无法直接获取其具体的经纬度坐标。例如，用“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 11 号 ”来表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位置，计
算机无法仅从“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 号”获得中央电视
台的具体坐标位置。地理编码可以利用地址数据库来建立地
址与地理坐标空间的对应关系 [2]。地理编码是各种算法程序
的集合，主要采用结构化的数据模型，将各种兴趣事件或者
现象的文本地址与地址数据库进行匹配 [3]。  

随着 GIS 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根
据文本地址快速、准确地查找其地理坐标的需求日益明显。
在互联网服务领域，基于位置的服务被越来越多地应用，采
用地理编码技术，地图搜索引擎和地图服务网站的准确度和
响应速度将得到提高(图 1)。 

文本地址

地址解析
与匹配

XY坐标

地图服务器

某地地图

地址数据库

 
图 1  地理编码在地图服务网站中的应用  

在公共服务领域，紧急情况下获得的地址往往是不完整
的、甚至是不准确的，而需要计算机系统快速、准确定位；
SARS 期间，有关单位每天上报的新增病例信息中，也包括
描述性住址，若要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就需要获取其坐标位

置[0]。通过地理编码，可以实现原有信息系统和空间信息的
融合，将日常的经济、社会、人文、历史、旅游、商业等一
系列城市生活中的信息空间化，用于在空间信息支持下进行
空间分析和决策应用 [2]。 

2  地理编码设计与实现  
地理编码系统流程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地址标准化、

地址匹配和地址量化 3 个关键步骤。为了实现这 3 个关键步
骤，还需要相应的地址模型、地址词典、地址数据库以及相
应的量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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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理编码流程  

例如，要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1 号”地址进行地理
编码，首先要进行地址切分、标准化，即转化为 “北京”(市
名)、“市”(市级单位)、“海淀”(区名)、“区”(区级单位)、
“复兴”(街道名)、“路”(街道单位)、“11”(门牌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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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门牌后缀)等结构化的、标准化的词组。然后，根据
一定的地址匹配策略与 GIS 系统标准地址库中的地址信息进
行比对，获得相匹配的地址记录集，并通过插值等方式获取
一个对应的空间地理坐标值。最后，地理编码量化就是对地
理编码过程的好坏程度进行数字化评价，将与“北京市海淀
区复兴路 11 号”相匹配的一组地址，按照匹配程度由高到低
呈现给用户。 
2.1  地址标准化  

地址标准化，又称地址规范化，就是将一般形式的地址
字符串转化为计算机能够理解的结构化的单词组[1]。地址字
符串的转化(又称为分词)需要借助地址词典。中文地址词典
可以从《中国地名用词库》(CPWORD)[4]中获取。在本系统
中，地址词典可以根据地址数据库中的地址进行统计学习，
生成地址词典。如要将“北京市海淀区”分解为“北京市”、
“海淀区”，则需要地址词典中出现高频词“北京市”、“海
淀区”。词组的结构化的组成方式就是地址模型，不同的国
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址表述方式，也就有不同的地址模型。
大多数地址都是按照地址的层级关系来描述的(比如“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 11 号”中“北京市”>“海淀区”>“复兴
路”>“11 号”)，可以构建基于层级地址的地址模型(Level 
Based Model, LBM )[5]。表 1 是本系统采用的中文城市地址的
地址模型。 

表 1  中文城市地址模型  
层级 类型 举例 

名称 四川、广东、西藏 
省 

后缀 省、自治区 
名称 北京、深圳、香港 

市 
后缀 市、地区、特区、特别行政区 
名称 海淀、西城、密云 

区 
后缀 区、县 
名称 平安、长安 

街道 
后缀 大街、路、胡同、大道、街 
数字 11, 十一 

门牌 
后缀 号、单元 

地址切分是地址标准化的关键。地址切分就是根据输入
地址字符串、地址词典、地址模型，将地址分解为不同的词
组。西文地址分解可以按照空格、标点等进行单词分割，中
文地址分解需要借助地名语料库(地址词典)进行中文分词，
中文地名分词可参看文献[4]。 

地址切分后，需要对地址各个关键词进行标准化处理：
(1)缩写和简写标准化。“中科院”标准化为“中国科学
院”、“发改委”标准化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2)别
名与别称标准化。 “鲁”标准化为“山东”、“沪”标准化
为“上海”、“晋”标准化为“山西”。(3)少词或者多词标
准化。“北京海淀”、“北京市的海淀区”标准化为“北京
市海淀区” [5]。 
2.2  地址匹配  

地址匹配就是将标准化后的地址各个元素与地址数据库
中的各条记录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匹配，从而获得匹配记录
的过程 [1]。地址匹配的关键是对地址数据库的查询和比较。
为了减少查询和比较次数，同时保证匹配的成功率和准确率，
实现模糊匹配，较好的方法就是为地址数据库中的地址字段
建立索引。根据不同的地址模型，可以对某个权重较高字段
建立索引。如英文地址中对街道名称创建索引。建立索引后，
减少了数据库的读取次数和比较次数，将地址匹配缩小在较
小的范围内。 

与此同时，由于用户输入地址存在错别字、同音字、未
标准化等情况，为了实现模糊匹配，在创建索引时，还需要
考虑各种语言的拼写习惯。中文地址的索引，可以采用汉语
拼音首字母进行索引。例如，“北京”、“宝鸡”均被索引
为“BJ”，“河南”、“湖南”、“海南”、“淮南”被索
引为“HN”。地址匹配流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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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拼音的地址匹配流程  

在某些地址格式(如美国街道地址)中，门牌号码均匀分
布于街道两侧。其街道左右两边分别为奇偶门牌号码 [6]。根
据具体的地址模型，可以对门牌号码进行插值处理，获得精
确的匹配坐标点 [1]。 
2.3  地理编码量化  

地理编码量化(Geocoding Certainty Indicator, GCI)就是
要对地理编码的确定性进行评价。地理编码的优劣与地理编
码的地址切分准确度(Parsing Certainty Indicator, PCI)、匹配
准确度(Matching Certainty Indicator, MCI)以及最后的定位准
确度(Locating Certainty Indicator, LCI)正相关 [1]，可采用下式  
计算： 

GCI PCI MCI LCI= × ×  
GCI 越高，其地理编码确定性越高；反之，就越低 [1]。

如果采用相同的切分词典和地址数据库，则不同地址的 PCI
和 LCI 基本相同。此时 ( )GCI MCIϕ δ= + ( ϕ 为 MCI 所占比
重， PCI LCIδ = + )。本系统根据地址模型中不同地址元素的
权重来进行匹配评分：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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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w 为第 i 种地址元素所占的权重；ψ 为对权重比例关
系的运算(本文采用对数关系，可以加大不同权重元素间的差
距)； maxS 为 ( )i i

i
w Mψ∑ 可能的最大值，目的是将其标准化到

[0, 1]。在一般地址中，街道名所占权重一般较高，而门牌号
所占权重较低 [1]。 
2.4  逆地理编码  

逆地理编码(reverse geocoding)是指由一个地理坐标得到
相应的地址表述的过程，是地理编码的反向过程。将地址模
型中各个元素按照一定地址模型组合起来即可实现逆地理  
编码 [1]。 

3  试验分析  
SuperMap GIS 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国产地

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地理编码是 SuperMap GIS 软件平台的
重要组成部分。SuperMap GIS 中文地理编码功能效果如图 4
所示，图中使用的数据是北京市道路网络和北京市兴趣点  
数据。 

为了验证系统的可靠性，采用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街道
数据进行实验，结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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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文地址地理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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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英文地址地理编码  

地理编码结果平均相对误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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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 为地理编码生成的坐标点与实际位置坐标点之间的
直 线 距 离 ； l∆ 为 街 道 的 平 均 长 度 。 在 本 文 实 验 中 ，

1.062 kml∆ = ，平均差距约为 10 m。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地理编码实现的关键技术，在 SuperMap GIS

平台软件中实现了中文地理编码和英文地理编码，为用户提
供快捷、高效、方便的地理编码二次开发功能。实验表明了
本系统设计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但是，本系统未能考虑诸如
日文、阿拉伯文字等其他地址格式，其通用性还有待加强。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市地址还不规范，阻碍了地理
编码的大规模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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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6 个固定节点所获得的移动节点的信号强度便可得
到移动节点的位置。由于集装箱本身有一定的宽度和高度，
因此要判断到目前所移动到的排数和层数只需要 1 m~2 m 的
精度范围就可满足要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使用学习算法
来确定移动节点的位置，定位精度约为 1 m，符合系统要求。 

3  结束语  
本文给出将无线传感器网络和有源 RFID 技术应用于集

装箱管理的一个实际案例，完成了符合该次应用的传感器网
络架构设计与传输协议设计，并将传感器网络的定位方案引
入集装箱管理当中。仿真结果证明，该设计可提高集装箱查

找效率，节约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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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监控新技术，即采用流量计算机、RTU、无线传感网络
为主，以手持移动 PDA 为补充的终端子系统，以 GPRS 
(CDMA)+APN 为安全传输通道的传输子系统，以虚拟数据中
心为交换平台的中心监控子系统，三者结合实现了本地监控
和远程监控相结合，固定监控与移动监控的统一。通过把研
究成果应用在油气生产的实际中，提高了油气生产的工作效
率，降低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标志着气田分布式计算向着移
动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方向发展，它不仅适合与油气
田，而且适合于煤炭、电力、水利等分布式环境，具有实际
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曹卫民, 李  杰, 曹晓红. 生产过程实时信息与 Internet 的系统

集成[J]. 自动化仪表, 2001, 22(7): 1-3. 
[2] 王成耀, 王宗杰, 等. 基于虚拟数据中心的气田信息整合平台研

究[J]. 计算机应用研究, 2006, 28(4): 54-56. 

[3] 齐  勇. 基于分布构件技术的多层模式应用框架研究与实现[J]. 
计算机工程, 2001, 27(1): 122-124. 

[4] 刘  铭, 施  仁. 工业远程监控设计方案探讨[J]. 计算机应用与
软件, 2004, 21(7): 5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