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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yGIS GeoCoding 地址编码服务 

1.1 系统简介 

地址编码（Geocoding）是将地址映射成地理坐标的过程。按照统一的

方法对地点进行编码，形成各自的“地址编码”。先可根据企事业单位的通讯

地址自动生成“路名+门牌或小区+楼号”形式的标准地址；然后根据标准地

址，自动生成地图坐标，从而建立地址编码库。 

1.2 系统功能 

1.2.1 正向搜索 

通过地址形成地理坐标，如“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15 号”形成其地

理坐标为:“E: 116.3186,N: 4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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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反向匹配 

即根据经纬度信息得到地址信息，如坐标“:E: 116.3186,N: 40.0429”

得到“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15 号”。 

 

 
 

 

1.3 系统特色  

地址编码方法简单，容易掌握，有利于推广运用，在数字城市和信

息化建设中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用地址方位编码表示地址是观念上的创新，基于地址方位编码的城

市地理信息系统，具有使用简单、功能全面、开放性强、开发容易、可

二次开发、地址信息的输入和显示灵活方便等特点。地址方位编码的广

泛应用，是对获得和发布地址信息方法的全面革新，必将为数字城市和

信息化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具有广泛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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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九鼎图业 

2.1 公司介绍 

北京九鼎图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图业”），是以著名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的博士、硕士为主要技术力量的高新企业，其作为全球领

先的新一代 3S 解决方案供应商，拥有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以及多年

的地图出版、地理信息系统底层技术开发经验。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创

新的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及培训，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

的增长。 

九鼎图业是以“帮助用户成功是我们的宗旨和动力”为理念，专门从事地

理信息系统 (GIS) 、遥感 (RS) 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的软件开发、培

训、咨询、系统集成。公司积极面向市场，重视用户需求，并成功开发出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图出版系统（MyGIS Desktop）、地图引擎（MyGIS 

Server）、四维地理信息系统（MyGIS 4D desktop）、地址编码（MyGIS 

GeoCoding）、专题服务系统（MyGIS Legend）等地理信息系统系列产

品，在地理信息系统二次开发、地理信息平台服务等方面拥有强大的技术

与市场优势。公司在“气象、数字城市、公安”等领域拥有丰富的项目管理

经验。 

2.2 公司业务 

主营业务 业务内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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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销售 

地图引擎系统 

MyGIS Server 

产品支持直销和代理 

 

数字制图系统 

MyGIS Desktop 

四维地理信息系统 

MyGIS 4D desktop 

地址编码系统 

MyGIS GeoCoding 

2、系统集成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  

3、技术服务 培训、技术支持  

4、数据处理 主要包括对数据的采集、处理加

工、配图整饰、切图等。 

 

5、代理影像、

矢量数据 

矢量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监

控数据、导航数据 

影像数据:卫星影像、航空影像数

据 

 

6、地图切片 地图切片的销售  

2.3 公司资质 

自成立以来，公司曾承担国家 863 项目，在气象、公安、数字城市等

行业提供了一系列应用解决方案。公司通过双软认证，中关村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 30 多项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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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司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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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司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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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司资质 

2.4 合作伙伴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 中国气象局 

3. 中科宇图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4. 北京超图股份有限公司 

5.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6.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7.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8. 北京易化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核工业部 

10. 卫生部 

11. 云南省卫生部 

12. 广西南宁市环保局 

13. 天津环保局 

http://www.wti.ac.cn/
http://wenku.baidu.com/view/589f12eb6294dd88d0d26b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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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广州环保局 

15. 石家庄环保局 

…… 

2.5 公司优势 

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在北京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及各委办局承建一系

列的工程项目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行业经验。 

1、对数字城市的业务、工作流程非常了解，所开发的产品和项目得到

了业主单位的好评。 

2、对气象要素数据的加工、处理、设计、展现非常有经验。 

具备有专业的美术设计能力，具备有国家级网站的风格、气质、品味和

功能，如中国台风专业查询网站。 

3、公司拥有成熟的 GIS 及 MIS 系统 

公司的产品分为两大产品线，GIS 和 MIS 系统，MIS 系统中包括 EAM

系统（资产管理系统 ）、CRM 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 CMS 系统（内

容管理系统 ）；GIS 系统中有自己的 WebGIS 开发平台，对数字城市的开

发具有丰富的经验。  

 

2.6 联系我们 

公司网站： http://www.mapyeah.com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 15 号怡美商务会馆 302 室   

邮政编码： 10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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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010-82758693 

传   真： 010-82758693 

电子邮箱： master@mapyeah.com 

 

吴杰 总经理 

手机:13401188260 

邮箱:wujie@mapyeah.com 

MSN :wujie714@hotmail.com 

 

杜思祥 副总经理 

手机：13693300811 

邮箱：dusx@mapyeah.com 

MSN:dusixiang@hotmail.com 

 

 

mailto:master@mapyeah.com
mailto:wujie@mapyeah.com
mailto:dusx@mapyea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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