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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古籍数字化生僻字的处理
高晶晶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中医古籍数字化生僻字的处理是一项基本而又关键的技术，目前普遍存在缺字的现象，给中医古
籍的阅读和研究造成障碍。本文分别从字符集、字库、输入法等方面，分析了集内字缺字产生的原因和解决
方案，并探讨了集外字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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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Digitization of Rare Words Processing i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Gao Jingjing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Zhejiang 310007, China)
Abstract: Digitization of rare words processing i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literature is a
basic and key technology. The prevailing phenomenon of missing words creates obstacles to reading and research of
ancient TCM literature.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cause of missing words, offered solutions, and discussed processing
methods of missing words out of the character set from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set, font, and input methods.
Key words: ancient TCM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rare words
中医古籍承载着祖国医学数千年文明的绵延，是

码，不同编码体系之间码位重叠，相互引起冲突，在

中医学传承、发展、创新的源头活水。中医古籍数字

Web 等多语言环境中就会造成无法使用或出现乱码。

化，可以通过全文录入与网络共享，解决中医古籍作

Unicode 作为国际组织制定的可以容纳世界上所

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而存在的借阅困难、容易损伤的

有文字和符号的字符编码方案，也称统一码、万国码，

问题，对比传统的手工检索，又极大地提升了查询的

实现了跨语言、跨平台的文本转换及处理。Windows、

效率，使中医古籍得到了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利用，近

Linux 等主要操作系统及.Net、Java 等主流编程语言

年来颇受重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进程中，对生僻

都提供对 Unicode 编码的支持。目前，Unicode 字符

字的处理直接影响到古籍阅读的质量和检索的效果，

集包含了 7 万余汉字，并且仍在不断地扩充中 。所

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字现象。对于传统的纸质版

以从理论上讲，只要在字符集中存在的字符，就可以

发行与单机版的数字化，缺字可以通过自己造字或图

被显示，而集外字符，则形成缺字现象。但事实上，

片替代的方案解决。但是对于全文网络版数字化，使

很多中医古籍数字化系统的集内字亦存在大量缺失，

用自造字会在通用性上受到限制，而图片替代则导致

一方面是因为采用相对较小的字符集编码存储汉字，

检索困难，其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由于字库与输入的缺失造成的。

1

2

字符集与编码
字符集是各种文字和符号的集合，如包含英文字

[1]

字库与显示
字形是字符呈现的形状，按照一定的编码顺序以

母的 ASCⅡ字符集、包含简体中文的 GB2312 字符集、

矢量或点阵等方式存储在字库中，不同的字库表现出

包含繁体中文的 BIG5 字符集等。计算机要准确地处

不同的字体。以 Windows 操作系统为例，当计算机需

理各种字符集文字，需要对字符进行编码，以识别和

要显示一个字符时，首先识别该字符被存储的数值代

存储各种文字。随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需求的不断发

码，然后将此代码转换为 Unicode 编码，再根据此编

展，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了一系列的“信息交换用汉字

码到指定的字库中寻找对应的字形，最后将字形显示

编码字符集”。但由于各国文字都有自己的字符集编

在屏幕上。如果字库中没有该字符对应编码的字形，
则以缺字的符号显示。如常用的“宋体”、“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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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等字库，其编码范围都在 Unicode 码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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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区域的汉字就不能进行显示，而“方正超大字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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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海峰超大字符集字体”等支持 Unicode 超大

文中其他字符无差别地显示所造汉字，并支持检索，

字符集的字库就可以正确显示 7 万多汉字。

因此很多商用古籍数字化项目都使用这种方法。但如

应用网络版中医古籍数字化系统的用户，其计算

果用户同时使用多个数字化项目，并需要对这些项目

机上不一定装有支持超大字符集的字库，因此即便是

的数据进行利用整合，则会引起私用区编码的冲突，

服务器上的文件系统都使用 Unicode 字符集编码存

产生张冠李戴的字形显示，或对同一字符重复编码，

储，在用户的计算机上仍然不能显示相应的字符而表

造成混乱。在互联网模式下，私用区造字法存在通用

现为缺字现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提供相应字库下载

性上的不足。

的方法得到解决。

4.2 图片替代法

3

输入方式的选择

使用插入集外字符的字形图片，可以得到正确的

在确定字符集编码存储方式和选择正确字库后，

显示，也可以进行数据整合，是一种较为简易快捷的

仍然会有大量的缺字现象出现在各种古籍数字化项

方法。但存在难以检索、字体格式与文中其他字符难

目中，主要原因在于输入阶段的不可控性。因为中医

以保持无差别显示的不足，限制了此法的应用。

古籍的数字化进程，是一个长期、大型的多人协作项

4.3 自然语言描述法

目，无论是通过人工打字，或是 OCR 软件识别，都会

使用在规定标记内自然语言描述集外字符的方

存在录入与校对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使得一些不常

式，如{左足右行}、{上山左下弓右下殳}等，一般用

见到、难以辨认音义的生僻字被直接忽略，或是做上

于生僻字输入的预处理阶段，可以粗略地满足输入、

标记等待后续处理。而通用的输入法，如搜狗、百度、

显示和检索的需求。但这只是一种非正式、非常规的

紫光等，并不支持 4E00～9FBF 区以外的汉字输入，

替代方案，毕竟在显示上与原字符存在差距，而且自

所以在古籍数字化处理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所谓打

然语言在描述上有较大的随意性，故检索的不确定性

不进去的字。因此，当碰到一个难以输入的字符时，

也随之增加。

可以换用一些支持 Unicode 超大字符集的输入法，如

4.4 动态组字法

逍遥笔、海峰五笔等，也可以使用一些在线工具，如

Unicode 在 2FF0～2FFB 区定义了 12 个表意文字

汉典网、书同文巧笔等。虽然输入方式的选择本属于

描述符，使用这些标准化的描述符序列对汉字的构造

细枝末节，但这一环节对于古籍全文录入的质量控

进行说明，解决了自然语言描述法的不规范性，并可

制，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轻忽。

利用动态组字软件输出所描述字符的字形。动态组字

通过上述步骤，正确使用字符集、字库和输入方
式后，中医古籍数字化中常见的缺字现象，如“
“

胀”
、
“

痛”
、
“

咀”
、
“

虫”、
“解

白”
、

”
、
“虫

”

[2]

法 可以解决集外字的输入、显示与检索，但需要额
外的软件支持，并且字形与原字符也存在一定的差
距。

等属于 Unicode 字符集 CJK 统一表意符号扩展 A、扩

上述的几种方案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目前尚没

展 B 区的生僻字，都可以正确地输入、显示与检索，

有一种很好的方案可以综合解决集外字的缺字问题，

大大减轻了数字化系统对缺字处理和管理的难度。

需要根据不同的应用环境灵活选择。

4

5

集外字的处理

研究支持功能

由于任何字符集与字库的收字范围都有一定的

通过以上几种方法，基本可以满足以阅读和一般

限度和时间性，故对于超出现有 Unicode 字符集的字

检索为主的中医古籍数字化系统的需求。但由于生僻

符，需要有缺字处理方案，能够既满足现阶段实际应

字的难读、难懂，且存在大量的异体字、俗体字等字

用，又可以随着字符集的扩充而自动替换。遗憾的是，

形变化，给研究者造成阅读和理解的障碍，所以还需

下列所述 4 种缺字处理方案，都有各自的不足，需要

要一定的研究支持功能，完成对生僻字的音义注释、

进一步完善。

异体俗体字间的相互转换，做到可以索引并重复使

4.1 使用私用区造字法

用，避免重复注释的繁琐劳作和遗漏。这些功能可以

Unicode 在基本面 E000～F8FF 私用区、辅助面

通过字词间的动态映射表完成。

F0000～FFFFD 增补私用 A 区、100000～10FFFD 增补

总之，中医古籍数字化建设中，生僻字的处理是

私用 B 区，设置了 13 万余码位，用于集外字的造字

一项基本而又关键的技术，需要前期输入的改进与后

编码。这个方法在提供所造字字库的情况下，能够与

期研究功能的支持，需要进行不断的完善，使中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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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
韩赫宇，史宝友，陈柳
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天津 300193
摘要：本文从古籍修复角度分析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强调中医药古籍
修复的理念及其重要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对中医药古籍修复人员应具备的职业素养和人才队伍建设作
深入思考并提出积极建议。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古籍修复；职业素养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3.010
Discussion on the Repair Work of Ancient Books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n Heyu, Shi Baoyou, Chen Liu
(Library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ancient books reparation in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aspect of ancient book reparation. The concept and importance of
ancient TCM books reparation are emphasized. Based on the working experience, the authors made deep
consideration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to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raining of ancient TCM books repairing
workers.
Key words: libraries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cient books reparation; professional quality
“为当世用，为后世存”是古籍的价值所在。古

研究所（355 种）
，南开大学图书馆（124 种）
，天津

籍中的古医籍更是弥足珍贵，被誉为中医药文献中的

市人民医院图书馆（94 种）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图

瑰宝。在教学科研、临床研究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

书馆收藏的古籍中，有中医珍本、善本达 239 部，包

的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

括元、明、清代各时期的刻本、拓本、抄本及手稿珍

古籍修复的宗旨，同样是中医药古籍修复人员为之努

籍等。其中元大德六年壬寅(1302 年)宗文书院刊本

力的目标。因此，正确认识中医药古籍文献价值和修

《经史类大观本草》、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 年)

[1]

复意义，加强古籍修复人员素养，是完善中医药院校

顾从德覆宋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

图书馆古籍保护现状的有效措施。

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还有罗振玉跋的

1

明正统年间陕西官刻本《玉机微义》、明万历二十九

正确认识中医药古籍的文献价值
中医药古籍是历代先贤遗留下的宝贵财富，著述

年(1601 年)刻本《针灸大成》10 卷以及《积玉奇方》

之多，叹为观止。各省市的图书馆均藏有数量不等的

2 卷（现存孤本,为《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丛书所收

中医药古籍文献。以天津为例，收藏的中医药古籍数

录）等珍贵书籍 。这些古籍作为天津中医药大学图

量达 4 000 多种。收藏较多的图书馆有：天津中医药

书馆文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承载着各个历史

大学图书馆（1 773 种）
，天津高等医专图书馆（918

时期中医药的发展成就，而且在中医药教学、科研及

种）
，天津图书馆（563 种）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临床等方面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属医院图书馆（462 种），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

[2]

由此可见，对中医药古籍进行修复是中医药院校图
书馆古籍保护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是实现古籍传

第一作者：韩赫宇，馆员，研究方向：中医药文献资

承有序和延续寿命的重要手段，也是古籍数字化、古籍

源建设。E-mail: hanheyu77@163.com

出版以及开展读者文献需求服务工作强有力的保障。

籍数字化规范化发展，使中医古籍作为中医药知识宝
库，更好地发挥指导临床和新药研发等社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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