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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标准化的重要性

信息化与工业化二者的全面融合发展,需要标

准化先行, 需要标准化起引领作用。在信息

化建设过程中，要解决网络与计算机之间的

互联互通，要解决各种网络之间的互联互通，

要解决各行各业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要实

现跨部门的信息系统协同，都需要以信息技

术标准化为基石，因此十分重要。



极具重要的是：标准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的手段
之一，也是企业之间降低成本、协同发展的手段
之一。比如1994年，微软号称Windows 32已中文
化，想打入中国市场，但他们用的字库是日本的，
中文输入法是台湾的，都是不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的技术和产品，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当时的电
子部和国家技监局为了维护中国国家标准的地位，
不允许它们在中国出售，于是促成了比尔盖茨的
第一次访华，双方达成了在微软Windows 95操作
系统中使用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的汉字字库和中文
输入法。就是说，政府实施了宏观管理，使得标
准在维护国家相关产业的权益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很多国家经常提高标准门槛，以维护国家相关产
业的权益。



为什么需要制订中文信息处理标准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各行各业和个人都普遍使

用电脑，手机处理中文的技术也飞速得到改进。特别是

全球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资源需要共享、需要浏

览，用E-mail通信更是方便。但存在以下问题：

（1）在80年代，汉字编码（机内码）与国际标准不接

轨，导致了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互发的邮件多是乱码，

看不见汉字。在国际互联网看不见中文。因为，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IEC）在80年代虽然制订了世界多文种信息

处理的国际通用编码，但其中没有汉字的编码码位，使中

国人用互联网受到限制。



（2）汉字的字形除了有简、繁体之分，还有新、旧字形
之分。比如“兑”字，新字形上面是倒“八”，而旧字
形是“兌”，由“兑”组合的字字形也就不相同了。就
是说，进口产品里的中文往往用的是繁体字和旧字形，
久而久之会让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是新字形，而用进口产
品看旧字形。字形不规范将误导社会用字的健康发展。

（３） 中文输入法如果不符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不
经过国家检测，会出现一些负面影响。比如１９９４年
大家用的Windows 32操作系统中，预装了台湾的一种
输入法，里面有”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短语，影响很坏。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要制订一系列中文信息处理的标
准和规范。



汉字信息处理的标准化

今天我侧重要讲的是汉字信息处理的标

准化。尽管各行各业都有各自涉及许多方面

的各种标准，但不可避免地都要用到汉字；

大家在工作中，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全都离不开汉字信息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汉

字标准与很多工业产品的质量有关，与很多

产品的说明书、文字标示等更有关，因此必

须通过制订文字标准来保护我们的市场，保

护我们的产品、保护我们国家和公民利益。



汉字息处理的标准包括两大方面：

1、汉字字种的选取以及被选字的字形标准；

2、计算机汉字的编码标准。

也就是说，中文信息标准的内容，主要是涉

及收取汉字；并要规范汉字的字形；还要制订每

个汉字对应的交换码（即机内码，简称“汉字编

码”）。计算机不认识汉字，它读的是内码。内

码就像人的身份证号，一个人一个编码，一个汉

字一个编码。若某个汉字没有编码，在任何信息

交换的系统中，就没有它的位置，也就无法处理。



汉字字种的选定和汉字字形的规范化

● 汉字的特点：

西文是用少数结构简单的字母按一定的

线性规则排列组成单词。汉字是一种二维结

构的象形拓扑文字，由于历经了5千年的发

展，不仅字形复杂多变，而且字量极大；每

字的笔画从1画至60多画的都有。这些特点

曾经使汉字输入技术成为中文信息处理上的

一个主要难题，当然现在已经迎刃而解。



● 计算机输入输出汉字的原理：

在计算机操作系统里，汉字是以交换码的编码形式
存储。编码一般采用数字和英文字符组合表示，比如
“一”的编码为：［4E00］；“二［4E8C］”；“探
［63A2］”；“進［9033］”；“親［89AA］”。

但是几万个汉字的这种编码我们是记不住的，所以
输入汉字时，我们要用见字就知读音的拼音码，或是用
按字形的编码，比如用“郑码”或“五笔字型”来编码，
这种编码称为汉字的键盘码，简称为汉字的“外码”。

然后将这些“外码”与汉字交换码之间建立起不同
的映射表，那么我们在键盘上，不论用什么方法敲击外
码，通过映射表，系统就可以从存放汉字字库的存储器
内调出所需要的汉字。再通过编辑排版系统的整理，用
打印机、印刷机或多媒体设备达到输出汉字的目的。



● 汉字交换码（内码）不统一阻碍了信息的交换：

1980年，我国制订了GB2312-80编码汉字标准，
共有6763个汉字，每字采用中国自定义的“GB”编码，
当时对我国中文信息化进程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约在1983年，台湾制订了13,000个汉字的标准，
采用台湾自定义的“BIG5”编码。香港和澳门在九七回
归前，多使用台湾的汉字编码标准。日本和韩国也有各
自的汉字字符集和编码标准。

由于我国两岸三地采用汉字及其编码（即内码）标
准不统一，使得90年代初期，用计算机交流的文件均呈
现乱码的现象，相互无法读取汉字，大大阻碍了两岸三
地的信息交换与交流。为此，相关的国际标准组织介入。



● 国际标准化组织主要有三个：

ISO：负责除电工、电子领域之外的所有其他领域的标

准化。

IEC：负责电工、电子领域的标准化。

ITU：负责有关电信方面的标准化。

与汉字信息处理有关的是Unicode国际标准协会，它是

由美国电子业界一些知名的大企业组成，协会的主要领

导兼任ISO的相关职务。因此汉字的国际标准编码也称

为Unicode编码。



● 国际标准编码汉字字符集的制订：

自1984年起， ISO/IEC开始制订世界多文种信息

处理的国际通用编码字符集。到80年代后期，由我国信

息专家牵头，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专家

共同研究汉字及其编码的制订，并成立了“东亚汉字工

作组——IRG”，纳入ISO/IEC的体系。每年召集2次会

议，就各自提交的汉字进行筛选等方面的工作。

十年前，IRG成员已发展到由中国（含台湾、香港、

澳门地区）、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朝鲜等国的专

家组成。



1991年，IRG通过多次会议研讨，正式提出了中、

日、韩汉字统一编码提案。1992年ISO/IEC通过了这

个提案，并于1993年制订出版了 ISO/IEC 10646
C.J.K.(V1.0)，即《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

集(UCS)》。正式将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提

交的20902个汉字纳入国际标准编码体系。该字符集虽

然将东亚汉字圈用的汉字字形作了统一的认同处理，统

一的归并和整理。但同意各国和各地区在具体使用时，

可以按自己的字形标准对字形做“正形”处理，原则是

不能正形出2个相同的汉字占2个不同的码位。





后来又将我国的蒙文、藏文、维哈文、朝文、彝文

等纳入该编码体系。2003年国际编码的汉字已扩充到了

70195个汉字。这个ISO/IEC编码（也称为Unicode编
码）体系已将世界主要30多种文字纳入国际标准统一平

台编码，实现各文种完全兼容，便于文字信息产品跨平

台、跨系统的交流，便于国际互联网的全球浏览和沟通。

1993年12月，我国将ISO/IEC 10646 C.J.K文本

中，中国一列的2万个汉字补齐，并对笔形做正形后，颁

布为GB13000.1中国国家标准，其中的汉字采用国际标

准Unicode编码，并按此编码排列字序。



1999年，ISO/IEC批准IRG汉字工作组提出的汉字
“扩充A字符集”，共6582个汉字。使编码汉字字符集扩
充到了27484个汉字，内码仍采用Unicode国际标准编码。

2000年我国通过对该标准中汉字的正形，颁布了
GB18030-2000的国家标准，共有27484个汉字。

2003年又通过了国际标准汉字扩充B字符集。共有
42811个汉字。扩充B集在IRG成员中已酝酿协商修改了几
年，确定后层层上报，最后ISO/IEC通过，总汇为：
ISO/IEC 10646：2003编码汉字字符集，共有70195个 中
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越南、新
加坡和朝鲜的统一汉字及编码。近年又产生扩充C集。

2005年我国通过对该标准中汉字的正形，颁布了
GB18030-2005的国家标准，共有70195个汉字。



中文信息标准的执行

信息时代，我国中文信息技术有关标准

的管理和执行是涉及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

重大问题。

为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法，为加强中文信

息电子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的监督和检测

的管理，国家质监检验检疫总局在2001年依

法授权成立《国家中文信息处理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负责以下产品的质量监督和

检测。



 ◇掌上电脑、电子记事薄、移动电话、电子书等检测。

 ◇PC机、服务器、笔记本电脑等IT产品检测。

 ◇家用电器、信息技术设备（机顶盒等）、仪器仪表、影音

产品及其它电工电子类产品的检测。

 ◇光盘（CD）分析与检测。

该中心是国家对中文信息处理产品进行质量监督和检验的

唯一授权单位，有权对中国市场上含有中文信息类的电子产品

进行监督和检验，经该中心检测合格的中文信息类产品，才能

在中国市场上销售。 。

该中心颁发的的检验报告，会同国家认证可获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计量检验认可。



国际标准编码汉字字符集的应用

这里主要是对我们中易中标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应用情况做一简介。

① 在90年代，中易制作符合国家标准的点阵汉

字，得到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授权，可以供给手机

等电子产品使用。规格有 24×24、 15×16、

13×14、11×12、9×10。点阵字要求输出设备

的分辨率较高；



② 近几年，随着电子设备技术向高端发展，我们公司研
发出轻量的细黑体曲线字库，不但数据量很小，而且
字形秀丽、清晰、美观，受到众多小型手持电子设备
厂商的欢迎。除此之外，我们公司制作了有20 万字
的宋体字库，另有7万字的楷体、黑体和仿宋体字库。

通过专家评审，认为中易字库具有国内外水平。

由于制作的字形美观，我们的客户有众多中国和世界
的知名企业：如中国厦新、红旗Linux、美国微软、
IBM、HP、SUN、NOKIA、索尼—爱立信、三星、LG、
菲利浦、西门子、红帽等公司都使用中易字库。
ISO/IEC和Unicode协会出版标准手册的汉字，全部选
用中易曲线字库。总之，全世界每天都有千万用户在
电子设备及软件系统中使用本公司的字库产品！



③ 2003年我们公司研发出《中易汉神e》——超

大字符集计算机应用平台系统，配合“郑码”

输入法可以快捷地将国际标准的7万个汉字输

入电脑。自2004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们公司

的主营方向一直是承接古籍的数字化工程。



 我国古籍海卷浩繁，各种写本、刻本用字极其复杂。古

籍数字化是信息时代对古籍进行整理的重要方面。数字

化过程想要客观描述古籍的用字原形，过去没有可操作

性，因此涉及用字规范化问题，就是说对古籍中的异体

字、异写字、避讳字等一般多改用规范字。

 自从我们开发出能处理7万汉字的《中易汉神 e》以来，

解决按古籍原形用字具有了可操作性，但还是经常会遇

到７万字以外的异体字等，而且有的作者对古代文献进

行彙编，他们不愿用规范字替代，我们可以按用户的要

求补造字，并能将补造字进入系统，方便地用郑码输入、

编辑排版并打印或印刷输出。





比如我们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的《历代辞赋总

汇》，大约补造了2万字，最后排版并生成PDF文

档，到印刷厂不必再做菲林胶片即可通过电脑

上机印刷，此套总汇共有26卷，十分精美。

大量补造字用于纸质文献出版是没问题的，但如

果要出电子版或要在互联网浏览，最多只能补造

5千字，因为Unicode的自定义码位只有5千个。

就是说，补造的汉字必须安排在国际标准

Unicode的码位才能上互联网。



我们中易公司还承接了国家图书馆古籍

《地方志》数字化工程，前后3年共完成6

亿字，其中的异体字只要能认同的，我们

都采用规范字，最后补造的字没超过5千，

全部安排在规范的Unicode码位上，为日后

放在互联网浏览创造了条件。还承接了国

家清史办公室的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数

字化工程，此文档全部为手写行草体汉字，

录入的难度可想而知。



《地方志》扫描原图



《地方志》中易全文数字化版式还原成品



《清史》——军机处随手档
扫描原图



《清史》——军机处随手档
中易全文数字化版式还原成品



由于2004年我们就研发了7万汉字的搜索引擎，开发

了古今汉字文档的发布系统和家谱制作系统等。我们公

司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在香港荣获世界华人发明博览会大奖等著名奖项。

今后，在计算机网络方面，中文信息处理将具有更

加广阔的前景。高效的中文搜索引擎、电子邮件、中文

电子商务等技术均与中文信息处理的标准密切相关。移

动电话、信息终端等电子设备对以数字为基础的计算机

汉字输入方法的需求又成为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三年前，

我公司承接了国家课题《中华字库》工程中的输入法等

分项目，我们在“郑码”的基础上研发出了“部件码”，

在二年后要能快捷地输入《中华字库》工程30万结项成

果字库，届时古籍数字化大部分可以原汁原味地用字了。



简单介绍到此，欢迎指教和联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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