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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过程中汉字处理对策研究
李玖蔚
井冈山大学图书馆，江西 吉安 343009
摘要：古籍数字化是解决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本文概述了国内外古籍数字化过程中汉
字字库的研究情况，并以庐陵文化古籍文献数字化实践为基础，从输入法的选择、偏僻字的录入技巧、自造
古字等方面，探讨图书馆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面临的汉字字库不足问题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并提出汉字处理
过程中需注意的若干问题，以期对从事古籍数字化的同仁有所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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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ntermeasure Study on Chinese Character Processing in Ancient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Process
Li Jiuwei
(Library of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Ji'an Jiangxi 343009, China)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provided an overview of the situation about researches on Chinese
character database in ancient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process at home and abroad. It explored solutions when 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coping in ancient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process emerged from the aspects of choice of input
method, input skill of rare characters, and self-made ancient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digitization practice of ancient
literature about Luling culture. It also raised a number of problems in Chinese character processing in order to inspire
and help colleagues engaged in ancient literature dig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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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数字化是加快古籍流通，有效保护古籍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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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美国，由北美 36 家图书馆组成的美国图书馆

要手段。中文古籍数字化肇始于 1978 年 ，美国人

研究学会，拥有 25 000 条数据的数据库做到了馆际

P•J•Ivanhoe 使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了《戴震孟子字义

资源共享，并还在不断地扩充完善中。哈佛燕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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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家谱的资料，目前已经编目完成。在英国，大量中
国珍贵文献和古籍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开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TQ1102）

发的“古版书简明标题目录”是当前全球古籍文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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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肿瘤药物的制剂学方面，只有少部分应用于心脑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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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传染病（如
艾滋病、乙肝）
、感染性疾病（如真菌、病毒）、镇痛
等领域。在加强将其作为抗肿瘤靶向制剂进行深入研
究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在其他疾病中的应用进行拓
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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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10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陆地区有 17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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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和内涵，又组织力量对相关的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

单位从事古籍数字化，形成各类数据库（包括各种古

加工，建成了特色数据库，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快捷、

籍书目数据库、古籍全文数据库等）415 个，许多数

更丰富、更深层次的服务 。

[5]

据库的字数都在 1 亿以上。较权威的统计表明，2012

所谓庐陵文化，主要是指读书人多，建功立德者

年我国公藏机构已经拥有超过 20 亿字的数字化文本

多，文教设施多，发表著述多等等。在数字化庐陵文

格式的古籍。一些已成规模的大型古籍数据库还在原

化名人的古籍作品时，比如在《欧阳修文萃》的数字

[2]

化过程中，尽管安装了超大字符集字库，对计算机也

有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完善 。
中国大陆地区开始中文古籍数字化工作以来，制

作了相应的设置，但还是碰到不少问题。故笔者将三

约古籍数字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汉字字库问题。业界

年来数字化庐陵古籍文献中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希

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望对从事古籍数字化的同仁有所启发和帮助，以期更

1

多的古籍文化得以展示和传承。

国内外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对汉字字库问题的研究

概况

2.1 选择合适的输入法

1.1 汉字字库的研究情况

在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安装大的汉字字体库，能

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了计算机中文信息

解决大部分汉字的输入与显示问题。目前比较成熟的

处理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

输入法有很多，但任何一种输入法都难以囊括字体库

始，我国逐渐加快在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发展

中的所有汉字。因此，对输入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合

步伐，在汉字键盘输入技术、汉字输出技术、汉字编

适的输入法，不但决定了汉字的输出能力，更影响着

码技术、汉字储存、检索和识别、电子照排、中文平

古籍数字化的效率。

[3]

台等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陆续开发的汉

笔者建议选择“极点五笔”输入法，其一，此输

字键盘输入方法，解决了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难题；汉

入法既可单独进行“五笔字形、拼音输入法”的选择，

字输出实现了多字体、多字号；汉字字库的制作也由

也可选择“五笔拼音输入法”，在这种输入状态下，

点阵字库、矢量字库逐步过渡到曲线轮廓字库；汉字

对于那些目前还不能通过五笔输出的汉字，可直接输

自动识别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有商品投入市

入该字的拼音进行输出，省去了在五笔和拼音之间来

场；ISO/IEC 10646 的 CJK 字符集，由早期的 20 902

回切换的操作；其二，该输入法的繁简切换非常直观、

个 CJK 统一汉字逐步扩充，扩充集 A 和扩充集 B 已经

明了、方便，对于那些不是很熟悉的繁体字，通过输

完成，现在正讨论扩充集 C1。待扩充集 C1 完成后，

入其简体字就能显示对应的繁体字，这样建库人员能

中日韩编码汉字已经 7 万多。这些成就，促进了中国

很快地确定其正误。比如“齋”和“齊”，不仔细区

计算机的普及，为发展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化创造

别感觉像是同一个字，但实际上它们分别是“斋”和

[4]

了基本条件 。
1.2 汉字字库的不足

“齐”的繁体字。
2.2 偏僻字的录入技巧

中国古籍数字化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汉字字库

目前汉字字库中有大量的生僻字，无法通过五笔

得到了飞速发展，并开发出了超大字符集字库。在

输入法输出，需通过拼音输入法才能输出，此时可在

汉字信息化标准制定方面，国内外相继制定了多个

Word 中输入与生僻字偏旁和笔画相近的字，并选定

汉字编码标准。最新的 GB 18030－2005 标准可以涵

该字，点击右键，在弹出菜单中选择“符号”，便很

盖 70 244 个汉字。然而，古籍中的汉字大约有 10 万

快能找到所需文字，双击该字，即可直接输入到 Word

多个，GB 18030－2005 的字库还是远没有覆盖所有

中，这样建库人员在不知道其读音的情况下，也能很

[3]

汉字 。因此，在古籍数字化时依然会碰到不少缺字

快地输入该字，从而提高古籍数字化的进程。

现象，补字工作不可避免。汉字字库的不足是影响古

2.3 自造古字

籍数字化质量及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
2

我馆古籍数字化过程中应对汉字字库问题的策略
井冈山大学地处素称“江南望郡”、“金庐陵”、

目前在古籍文献数字化处理的过程中，通用于业
[6]

界的 Uni-code 字符集具有近 7 万字的容量 ，但在
古籍数据库建设中还是不够用。因此，我们使用微软

“文章节义之邦”的吉安，一直以来注重庐陵文化相

操作系统自带的“TrueType”造字程序进行造字，避

关文献资料的购买和收藏，为充分挖掘庐陵文化的精

免数据库中使用符号或说明性文字代替目前输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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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正常输出的文字现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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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造字的显示

古籍数字化汉字处理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自造的字缺乏通用性，因此若要在不同的计算机

古籍数字化汉字处理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

上都可以正常显示 Excel 或数据库中的自造字，就必

汉字字库问题，它不但影响着古籍数字化的进程，还

须将 eudc.euf 和 eudc.tff 这两个自造字库文件拷贝

制约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汉字字库问题多年来经过

到字体目录下。需要指出的是，将这二个文件拷贝到

专家学者的研究，正在不断的完善中，但仍未囊括古

指定目录时，根据计算机设置的不同，其拷贝方法也

籍中的所有汉字，在进行古籍数字化时仍有不少字需

不同。即：操作系统中没有携带 TrueType 造字程序，

要利用相关程序进行造字。目前有一些具备造字功能

只需直接将自造字的二个文件粘贴到指定目录，重启

的程序，笔者主要介绍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自带的

计算机就行了；其他情况就只有通过 command 命令进

“TrueType”造字程序进行造字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及

行拷贝操作，当然如果造字程序或自造字文件处于运

解决方法。

行状态，则拷贝操作无法进行。

3.1 造字时截取字库中已有字的有关部位

4

在造字时，最好截取现成字中需要的部分进行造

结语
古籍数字化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字，这样比分别输入所造字的各个部分而造出的字要

尽管目前古籍数字化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随着

美观。比如：我们通过截取“映”的左半部和“换”

国家“中国古籍数字化工程”的启动及数字化技术的

的右半部造出的字比直接输入“日”和“奂”字而造

发展与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古籍数字化过程中

出的字，看上去要自然美观。

所遇到的问题都将逐步得到解决。

3.2 自造字大小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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