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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８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

本标准起草人：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马文大、李国庆、白鸿叶、翁莹芳、任籦霏、成二丽、王双、

张萌、易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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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今地名数据描述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古今地名数据描述的构成、数据结构描述、数据的核心元素及描述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古今地名数据格式交换中的数据格式规范控制以及数据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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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地名　狋狅狆狅狀狔犿

人们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７６９３．１—２００８，定义２．１。

３．２

标准地名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狋狅狆狅狀狔犿

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书写，并经过官方认可的地名全称。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定义３．３。

３．３

地名简称　狊犺狅狉狋犲狀犲犱犳狅狉犿狊狅犳狋狅狆狅狀狔犿

经过官方认可或约定俗称的地名的简单称谓。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定义３．４。

３．４

地名别名　犪犾犻犪狊狅犳狋狅狆狅狀狔犿

某一地理实体的标准地名及其简称以外的其他现行名称。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定义３．５。

３．５

现今地名　狌狀犱犲狉狌狊犻狀犵狋狅狆狅狀狔犿

目前正在使用的地名。

注１：改写自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定义３．６。

注２：也称“今地名”。

３．６

历史地名　犳狅狉犿犲狉狋狅狆狅狀狔犿

古地名

过去曾经使用过、目前已不再使用的地名。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定义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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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描述原则

４．１　客观性原则

古今地名数据的描述应符合地名的客观属性。

４．２　实用性原则

古今地名数据描述应充分考虑实用性原则，选取必需的、实用的要素。

４．３　可扩展性原则

古今地名数据描述应具备数据可扩展性。

５　中国古今地名数据描述的构成

５．１　内容

古今地名数据收词范围包括中国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书面记载的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主要包括：

古今设置的行政区划地名、山、河、湖、海、岛屿、交通、水利、名胜古迹等自然地名和人文地名。可根据实

际需求选取全部或部分内容。

５．２　数据要素构成及说明

５．２．１　数据要素构成

根据中国古今地名的特征及应用要求，每一地名数据描述应包含标识（５．２．２）、名称（５．２．３）、类别

（５．２．４）、地理位置（５．２．５）、地名创建和废弃时间（５．２．６），以及古今地名对应（５．２．７）要素。

５．２．２　标识

地名数据的唯一编号。

５．２．３　名称

包括标准地名、地名简称和地名别名。

５．２．４　类别

包括时间类别和属性类别，其中：

ａ）　时间类别指地名是历史地名还是现今地名；

ｂ）　属性类别应按照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的表２地名地理属性类别代码给出。

５．２．５　地理位置

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应用行政区划归属和坐标描述。

５．２．６　地名创建和废弃时间

最初设置该地名的时间和地名被废弃的时间，应用朝代、年号和公元纪年联合描述。

５．２．７　古今地名对应

历史地名对应的现今地名，应用现今地名和现今地名标识描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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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中国古今地名数据结构描述

６．１　内容组成

中国古今地名数据由文件头、地名数据两部分组成。

文件头描述古今地名数据创建、修改、发布等信息。

地名数据描述古今地名对象的相关信息。

６．２　基于犡犕犔犛犮犺犲犿犪的数据结构说明

表１给出了基于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数据结构说明。

表１　基于犡犕犔犛犮犺犲犿犪的中国古今地名数据结构

ＸＭＬ标签名及中文名称 数据类型

Ｈｅａｄｅｒ　文件头

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版本号 字符

Ｃｒｅａｔｏｒ　创建者 字符

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ｉｍｅ　创建时间 时间

Ｃｒｅａｔ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创建描述 字符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修改者 字符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Ｔｉｍｅ　修改时间 时间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修改描述 字符

Ｒｅｌｅａｓｅｒ　发布者 字符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Ｔｉｍｅ　发布时间 时间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发布描述 字符

ＴｏｐｏｎｙｍＤａｔａ　地名数据

ＴｏｐｏｎｙｍＩＤ　地名标识 字符

Ｎａｍｅ　地名名称 字符

ＯｔｈｅｒＮａｍｅ　其他名称 字符

Ｔｙｐｅ　时间类别 字符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属性类别代码 字符

ＣｌａｓｓＤｅｓｐ　属性类别说明 字符

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ｉｍｅ　地名创建时间 字符

ＥｎｄＴｉｍｅ　地名废弃时间 字符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地理位置 字符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地理坐标 字符

ＭｏｄｅｒｎＩＤ　现今地名标识 字符

ＭｏｄｅｒｎＮａｍｅ　现今地名 字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地名简介 字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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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中国古今地名数据的核心元素及描述规则

７．１　地名标识

ＸＭＬ标签名：ＴｏｐｏｎｙｍＩＤ。

说明：用于唯一标识地名数据的编码。

描述规则为：

ａ）　每个地名编码唯一。

ｂ）　采用数字和字母混合编码。

ｃ）　历史地名采用今所在省级行政区编码＋地名拼音首字母＋顺序号编码。

ｄ）　现今地名采用所在行政区编码＋地名拼音首字母＋顺序号编码。

ｅ）　地名中无读音的字的拼音首字母用＄表示。

ｆ）　古地名读音与现今文字读音不同时以今读音为准。

ｇ）　已经消失的古地名文字描述可参照字形结构描述。

ｈ）　未来会发生变化的地名编码按新地名处理。

示例：

现今地名：太谷县，编码：１４０７２６ＴＧＸ１；

历史地名：财演镇，编码：３５００００ＣＹＺ１。

７．２　地名名称

ＸＭＬ标签名：Ｎａｍｅ。

说明：人们对各个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

描述规则为：

ａ）　采用标准地名描述。

ｂ）　采用全称描述。

示例１：

北京市。

示例２：

昌化郡。

示例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７．３　其他名称

ＸＭＬ标签名：ＯｔｈｅｒＮａｍｅ。

说明：地名简称和地名别名。

描述规则为：一个地名可以有多个地名简称和地名别名，其中用逗号隔开。

示例１：

丁家山，一天山。

示例２：

江西省，赣。

７．４　时间类别

ＸＭＬ标签名：Ｔｙｐｅ。

说明：历史地名／现今地名。

描述规则为：

ａ）　过去使用现在已经不使用的地名为历史地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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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现在仍使用的地名为现今地名。

示例：

“二神山”为历史地名，“太谷县”为现今地名。

７．５　属性类别说明

ＸＭＬ标签名：ＣｌａｓｓＤｅｓｐ。

说明：详细描述地名的属性类别。

示例１：

“二神山”的属性类别说明为“山”。

示例２：

“太谷县”的属性类别说明为“县”。

７．６　属性类别代码

ＸＭＬ标签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描述规则为：按照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给出的规则给出编码。

示例１：

“二神山”的地名类别编码为“１３４０”。

示例２：

“太谷县”的地名类别编码“２１４１”。

７．７　地名创建时间

ＸＭＬ标签名：ＣｒｅａｔｅｄＴｉｍｅ。

说明：该地名初始设置或初始命名的时间。

描述规则为：

ａ）　采用朝代、年号和公元纪年相组合的方式，中间用“／”分隔。

ｂ）　对于无法考证年号和公元纪年的，只要求描述朝代。

ｃ）　对于无法考证创建时间的，不要求描述。

ｄ）　朝代及年号以《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为依据。

ｅ）　地名创建时间属于历史上两个及两个以上政权对峙时期，朝代和年号以此地名所在实际统治

区域的政权朝代和年号为准。

示例：

清朝／康熙元年／１６６１；清朝／康熙；清朝。

７．８　地名废弃时间

ＸＭＬ标签名：ＥｎｄＴｉｍｅ。

说明：该地名废弃不用的时间。

描述规则为：

ａ）　采用朝代、年号和公元纪年相组合的方式，中间用“／”分隔。

ｂ）　对于无法考证年号和公元纪年的，只要求描述朝代。

ｃ）　对于无法考证废弃时间的，不要求描述。

ｄ）　朝代及年号以《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３）为依据。

ｅ）　地名废弃时间属于历史上两个及两个以上政权对峙时期，朝代和年号以此地名所在实际统治

区域的政权朝代和年号为准。

示例：

清朝／康熙元年／１６６１；清朝／康熙；清朝。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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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地理位置

ＸＭＬ标签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说明：该地名所处地理位置的现今行政区划归属。

描述规则为：

ａ）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最新版）描述地名的行政区划归属。

ｂ）　各级行政区划间用“／”隔开。

ｃ）　历史地名无法确定地理位置的不要求描述，历史地名位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

册》（最新版）所规定范围的不要求描述。

示例：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县。

７．１０　地理坐标

ＸＭＬ标签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说明：该地名所处地理位置的经纬度坐标。

描述规则为：

ａ）　采用 ＷＧＳ８４坐标系，经度在前纬度在后，用逗号隔开。

ｂ）　历史地名无法确定地理位置的不要求描述，历史地名位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

册》（最新版）所规定范围的不要求描述。

示例：

１１４．３５４６８，３９．４５８７２。

７．１１　现今地名

ＸＭＬ标签名：ＭｏｄｅｒｎＮａｍｅ。

说明：与本地名对应的今地名的地名名称。

描述规则为：

ａ）　地名是历史地名的，其现今地名与对应的现今地名的Ｎａｍｅ属性中的值一致。

ｂ）　地名是现今地名的，不要求描述。

示例：

“大雾山”的现今地名为“大帽山”。

７．１２　现今地名标识

ＸＭＬ标签名：ＭｏｄｅｒｎＩＤ。

说明：与本地名对应的今地名的地名标识。

描述规则为：

ａ）　地名是历史地名的，与对应的现今地名的ＴｏｐｏｎｙｍＩＤ属性中的值一致。

ｂ）　地名是现今地名的，不要求描述。

７．１３　地名简介

ＸＭＬ标签名：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说明：对该地名的简要介绍。

描述规则为：简要介绍该地名地理位置、范围以及历史沿革。

示例：

二郎镇在四川省古蔺县东北部，以二郎滩集市得名。１９５０年置二郎镇，１９６１年为二郎公社，１９８４年改为二郎乡，

１９８５年复置二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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