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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大规模的全国地名为数据源，采用人工辅助方式提取地名通名，建立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之间

的映射关系，并通过实例分析了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的交叉映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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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

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

重要和最常用的地理参照之一［１］。地名的来源涉

及地理、经济、文化、民族及神话等很多方面的因

素，其中地理要素是地名最主要的来源之一［２］。

人们通常根据地理现象的语义特征识别相应的地

理要素，进而使用地名对这种位置和边界都可知

觉的地理要素对象进行描述［３４］，如珠穆朗玛峰、

黄河等。地名中用来区分各个地理实体部分的词

称为专名，用来区分地理实体的类型、隶属关系、

形态和性质的词称为通名［５］，如山、河和海。绝大

多数地名通名来自地理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有着

共同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在同类地名中具有相同

的意义［６］。因此，可以通过地名通名判断地名所

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地理要素类型。

麻志杰等定性研究了反映自然地理现象的地

名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映人文地理现象的地名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２，７］。王际桐等列举了河流、

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实体类型和行政区域、农村

居民地等，探讨了利用ＧＩＳ技术实现局部区域和

国家标准之间差异的转换［８］。已有文献主要是定

性地描述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的关系，但对

两者关系的统计分析、映射研究较少。地名实体

的地理要素类型是地名和微地形的映射分

析［９１０］、空间扩展查询［１１］、文本中地名的自动解析

和空间关系的抽取及推理［１２１３］等 ＧＩＳ研究和应

用的基础。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的关系映射

为地名类型的自动判断提供了重要参考。

目前，由于不明确特定的地名通名可能对应

的地理要素类型，也不清楚特定地理要素类型可

能包含的地名通名，本文通过自动半自动人工分

类的方式实现全国地名数据的通名提取和对应地

理要素类型的判断。采用统计学方法，统计分析

《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Ｔ１８５２１

２００１）》中各中类地理要素类型的常用地名通名及

通名与各地理要素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通过

实例进一步分析了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之间

的交叉映射关系。

１　地名通名的获取

地名通名是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的类型、

隶属关系、形态和性质的规定称呼［１４１５］。少数民

族地名的通名往往置于专名之前，或夹在专名中

间［６］。汉语地名的通名通常位于地名末尾，如长

江［三角洲］、环秀［山庄］和半［洲］。调查发现，地

名通名通常由一个或多个汉字字符组成的词或词

组构成。绝大对数地名通名在３个汉字字符以

内，一般情况下不超过５个汉字字符（如“自然保

护区”）。同一个地名中，不同汉字字符数的通名

之间往往有交叉，如“长江三角洲”中既包含一个

字符的通名“洲”，又包含三个字符的通名“三角

洲”。此类情况，尽可能提取字符数最多的地名通

名，以保证其地理语义的完整性。本文按照地名

通名字符数量由高至低设置优先级别，即字符数

量越高，优先级别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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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搜集、整理《中国地名大辞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版）》

以及网络地图、旅游网站、地名网站等地名资源，开

发地名数据库校对软件，在人工校对的基础上收集

４５３０３１９条地名，构建了全国地名数据库，其中不

包括机构名称、邮政编码、电话号码等广义地名。

少数民族地名命名规律特殊，通名的获取需要专业

人员的参与，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按照地名通

名提取的优先规则，自动提取所有地名的后缀字

符，统计其出现频率并排序，再由人工辅助判断其

是否为地名通名。实验共提取出４２３个地名通名，

排名前２０位的地名通名频率分布参见图１，不同汉

字字符数的地名通名频率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１　前２０位地名通名频率分布

Ｆｉｇ．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ｐ２０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ａｍｅｓ

图２　不同汉字字符数的地名通名频率分布

Ｆｉｇ．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从图１、图２可以看出，以最后一个、两个、三

个字符作为通名的地名占９９．０４％，其中一个字

符的频率高达７９．３９％，前２０位地名通名对应地

名数量占５０％以上。由此可见，地名通常采用相

同的通名命名，选择地名最后一个或者几个字符

作为通名时，可以通过数量有限的地名通名统计

分析出地名命名的特征。

２　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的映射

地理要素包括地貌、水系、土壤等表示地球表

面自然形态的自然地理要素和居民地、道路网等

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改造自然界形成的社会经济要

素［２］。人们对地名命名时受语言文化、地理位置

和知识背景影响较大，而且地名的应用目的也会

影响地名的分类模式和粒度［１６］。本文以《地名分

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为标

准对地名进行分类［１７］。汉语中地名命名较为复

杂，仅仅依靠字面意思难以判断其地理要素类型，

而且模糊地名的地理要素类型划分会受判断者主

观性的影响。为了尽可能提高地名类型判断的准

确性，本文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和

网络地图等辅助资源，采用专家交叉判断的方式

对地名进行分类。例如，地名“东海”、“湘潭盆地”

和“南京火车站”的通名分别为“海”、“盆地”和“火

车站”，其地理要素类型分别为水系类、陆地地形

类和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运输类。

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的对应关系不具备

唯一性。同一个地名通名可能对应多种地理要素

类型，而同一种地理要素也可能包含多个不同的

地名通名［６，１８］。如居民地包含“村”、“场”、“屯”、

“涧”等地名通名，地名通名“支流”与水系类型唯

一对应，而通名“口”对应水系、陆地地形、居民地

等多种地理要素。基于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

判断结果，统计 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各中类地理要

素类型和地名通名的映射关系。图３和图４分别

描述了地理要素类型（中类）包含的地名通名频率

分布情况和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中类）对应

关系的频率分布情况。

图３　地理要素类型（中类）包含的地名通名频率分布

Ｆｉｇ．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ｉｎ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Ｍｉｄｃｌａｓｓ）

图４　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中类）对应关

系频率分布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ｒｉｃ

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Ｍｉｄｃｌａｓｓ）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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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和图４可以看出，居民地、陆地地形和

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等地理要素类型的地名

中，地名通名频率较高，占２０％以上；地名通名和

地理要素类型之间存在一对多和多对一的映射关

系，其中，一对多映射关系主要集中在一对一、一

对二、一对三的范围内；一对一关系的通名占地名

通名总数的５０．６８％。

３　映射关系实例分析

３．１　特定地理要素类型与地名通名的映射关系

根据统计结果，居民地类的地名通名数量最

多，其次为陆地地形类，说明其地名通名与地理要

素类型的交叉映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以居民地

类和陆地地形类为例，探讨特定地理要素类型和

地名通名之间的交叉映射关系。

统计居民地类和陆地地形类各地名通名对应

的地名数量，并按照通名出现频率排序。由于此

两种地理要素类型包含的地名通名较多，且各通

名对应地名数量分布不均匀，本文只对其排名前

十位的地名通名进行分析。居民地类的前十位地

名通名为“村”、“沟”、“湾”、“庄”、“冲”、“家”等，对

应地名频率参见图５。类似地，陆地地形类的前

十位地名通名“山”、“岭”、“坡”、“岗”、“嘴”、“梁”

等对应地名频率如图６所示。

图５　居民地类前１０位地名通名频率分布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ｐ１０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图６　陆地地形类前１０位地名通名频率分布

Ｆｉｇ．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ｏｐ１０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ｓｏｆ

Ｌａｎｄ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统计结果发现，虽然地理要素类型和地名通

名之间存在一对多的映射关系，但是少数地名通

名可以聚集该地理要素类型中大多数的地名。例

如，居民地类型中，前十位常用地名通名对应地名

数量之和超过了该地理要素类型地名总数的

５０％，其中以“村”为通名的地名占２３．７８％；陆地

地形类的前十位地名通名对应地名数量之和约占

该地理要素类型地名总数的９０％，其中以“山”、

“岭”、“坡”为通名的地名占陆地地形类地名数量

的７２．３６％，而通名“山”对应的地名数量高达

４１．０７％。

３．２　特定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的映射关系

１）交叉映射分布集中的地名通名实例

地名通名“村”与地理要素类型间存在一对多

的映射关系，包含的地名数量最多，在居民地类中

更具有代表性，而且通名“村”与地理要素类型的

交叉映射分布较为集中。筛选已经进行通名提取

和地理要素类型判断的地名，选出以“村”为通名

的地名。当地理要素类型的粒度较大时，地名通

名和地理要素类型的交叉映射关系不明显，向极

少数类型聚集。按照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小类的分

类标准，细化以“村”为通名的地名类型。按照地

名通名提取的优先规则，该数据不包含“上村”、

“文化村”等大于一个字符的以“村”结尾的地名。

统计通名“村”对应地理要素类型的种类和数量，

见图７。

图７　通名“村”与地理要素类型（小类）

的映射关系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ｕｎ”

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从图７看出，地名通名“村”对应５种地理要

素类型。其中，农村居民点类地名占９８．３６％，具

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类地名占１．４６％，风景名胜

类、街巷类和农、林、牧场类三种类型地名仅占

０．１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的居民点

利用当地的特色历史文化发展了旅游事业，使得

以“村”结尾的地名具备了居民点和旅游景点的双

重地理要素类型属性，如江苏省的华西村，此种类

型的地名也属于居民地类型。因此，以“村”为通

名的地名虽然对应多种地理要素类型，但从发生

的可能性角度衡量，归属为农村居民地类的概率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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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９８．３６％，属于居民地类的概率约为９８．

５１％。

为验证地名通名与地理要素类型映射关系的

准确性，本文将统计分析结果与《中国古今地理通

名汇释》中地名通名的解释对比分析。《中国古今

地理通名汇释》是一本以记载古籍为主，收录中国

古今地名通名的词典［８］。该书中通名“村”的解释

为：① 村庄，如邯郸市的和村；② 街巷，如湖南省的

大力新村；③ 苗场，如福建省的百花村；④ 风景名

胜，如湖北省的杏花村；⑤ 宾馆，如上海市的樱花

度假村；⑥ 少数民族聚居区，如黑龙江的四排村。

参照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地理要素分类标准，

对《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中通名“村”的语义解

释进行分类。按照字面意思“村庄”、“街巷”、“风

景名胜”、“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苗场”分别直接属

于农村居民点类、街巷类、风景名胜区类、居民地

类和农、林、牧、场类；“宾馆”多是以“度假村”、“宾

馆”、“旅社”等为通名的建筑物，属于具有地名意

义的建筑物类。由此可见，通名“村”和地理要素

类型映射关系的统计结果与《中国古今地理通名

汇释》中“村”的释义基本吻合。

２）交叉映射分布均匀的地名通名实例

地名通名“场”与地理要素类型间存在较为显

著的交叉映射现象，但其包含的地名数量较少，排

名在前十位之后。从全国地名数据中筛选出以

“场”为通名的地名及其对应的地理要素类型。按

照ＧＢ／Ｔ１８５２１２００１小类的分类标准，对以“场”

为通名的地名进行细化分类。按照地名通名的优

先规则，该数据不包含“农场”、“伐木场”等大于一

个字符的以“场”结尾的地名。统计通名“场”对应

地理要素类型的种类和数量，见图８。

图８　通名“场”与地理要素类型（小类）

的映射关系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

由图８可以看出，通名“场”与城镇居民点、农

村居民点、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物、丘陵山地四种

地理要素类型存在映射关系。其中，前三种类型

的地名频率分别为３９．９９％、３７．０４％和２２．５８％，

而丘陵山地类地名仅有０．３９％。而且，前三种类

型的地名其概率分布相对均匀，聚类效果不是很

明显。因此，“场”以及与“场”交叉映射规律类似

的地名通名，其对应地名的地理要素类型判断较

为困难。尽管如此，其映射概率可以为该类地名

的地理要素类型判断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中通名“场”的解释

如下：① 进行某种活动的场所；② 指集市；③ 指

商场；④ 指山；⑤ 聚落通名。参照 ＧＢ／Ｔ１８５２１

２００１地理要素分类标准，对《中国古今地理通名

汇释》中通名“场”的语义解释进行分类。“进行某

种活动的场所”、“集市”和“商场”包括各类商场、

体育场、广场等建筑物，属于具有地名意义的建筑

物类；“山”一般指高度较大、坡度较陡的高地，属

于丘陵山地类；“聚落通名”对应居民地类。由此

可见，基于概率统计获得的地名通名“场”和地理

要素类型间的映射关系与《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

释》中“场”的释义基本吻合。但是，本文构建的映

射关系可以细化到不同层次的地理要素类型，更

易于与地理信息处理和服务相结合。如将《中国

古今地理通名汇释》中“场”的聚落通名细化为城

镇居民点和农村居民点两种地理要素类型，在一

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今地理通名汇释》进行了

补充。

４　结　语

由于空间认知和知识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导

致地名分类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

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一般情况下，如果只分类

到中类，这种差异不会太大。另外，采用交叉验证

方式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其影响程度。但是，从应

用角度考虑，需要尽可能细化到小类。在本文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分地名通名对应地名的

类型，可以进一步挖掘地名通名和地理要素类型

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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