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O-10646 国际编码字符集存在的问题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杨宝忠 

  
ISO-10646 国际编码字符集（以下简称“字符集”）的研制，对于汉字的数字

化、国际化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字符集追求收字数量而忽视字形整理，致使字

符集中存在不少问题，如：字际关系未经整理、字源未彻底分离、新旧字形并存、

收字过滥等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字符集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利用价

值。本文主要就字符集扩展 B 区（以下简称“扩 B”）所收汉字存在的具体问题

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字形失真 
 汉字笔形有限、构成汉字的笔画数有限、构字部件有限、造字方法有限，在

有限的基础上，字符集收字越多，字与字之间的区别率便会越低，区别率降低导

致汉字错认、错写与错造。字符集基本集（以下简称“基本集”）中已有造错的

字，如：基本集有“溊（6E8A）”字，此字未见传世字书，当是“ ”字误造（利

用拼音输入法输入 bo 便会检索出“溊”字）。《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水

部》据《正字通》收“ ”字，同“波”，乃篆书“波”字楷定之异者（扩 B 收

录“ ”[23D2B]，造成正误字形重出）。扩 B 收字多达四万二千七百多个，其

中大部分已属俗讹字，这些“废字”是否有必要进入字符集，本文姑且不论，下

面举几个扩 B 造错的字。 

1、 200C4 
 此字传世字书未见，当是“ ”字误造（字符集未收“ ”字）。《大字典·厂

部》：“ ，同‘愈’。《字汇补·丿部》：‘ ，音义同愈。’”“ ”为“ ”字俗

讹，《字汇补》、《大字典》谓“ ”同“愈”，非是（说详拙著《疑难字考释与研

究》上编“ ”字条，P17）。 

 2、 293B7 

 《篇海》卷十四《韋部》引《川篇》：“ ，音亦，皮也。”《新修玉篇》卷二

十六《韋部》引《类篇》字作“ ”，音义同“ ”。《大字典》据《篇海》收“ ”

字（《康熙字典·韋部补遗》同。《字海》收之，右上从夕），张涌泉先生谓“ ”

字当是“ ”字俗书（《汉语俗字丛考》，P1132），所言是也（“ ”字见今本《玉

篇》，有音无义，恐亦俗讹字）。“ ”字右旁乃“亦”字草书楷化之异者，扩 B

有“ ”无“ ”，“ ”当是“ ”字误为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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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9886 
 《大字典·馬部》五画内据《龙龛》收录“ ”字（《龙龛》卷二《馬部》

字同），乃“騁”字俗讹。扩 B 有“ ”无“ ”，“ ”盖“ ”字误造。又：“ ”

字五画，扩 B 列“ （29885）”“ （29887）”二字（皆四画）之间，归位亦有

不妥。 

 4、 29909 

《篇海》卷七《馬部》七画内引《搜真玉镜》：“ ，音驊。”（《篇海》同部七画

内引《川篇》又收“ ”字，音桃，乃“駣”字俗讹）《大字典》据《篇海》收

入而改从旧字形作“ ”，收于八画内。扩 B 收所“ ”字盖“ ”字误造。 

5、 2989B 

 此字《大字典》据《说文》收录，《说文》十篇上《馬部》其字训马疾走，

从馬，匄声，当楷定作“ ”。字或作“騔”，“ ”字右旁所从与“騔”字右下

所从相同。扩 B 有“ ”无“ ”，“ ”当是“ ”字之误，承《大字典》、《康

熙字典》等传世字书而误。 

 6、 299CC 

 此字《大字典》据《篇海》、《字汇补》收录。《篇海》卷七《馬部》十画内

引《搜真玉镜》字作“ ”，音讫，缺义训，其字下从木，不从术。“ ”字十四

画，《篇海》列十画内，字形亦有误。扩 B 收“ ”字，亦承《大字典》而误。 
 以上六例，前四例属于扩 B 造字失真，后二例属于承前出字书而误。另外，

扩 B 收 等字，不收 （小母鸡，音向，广

州方言。见《字海》P1009。 与 构字方法相同，未成人曰 ，字同

“崽”、“仔”；未成母鸡曰 ，俗体会意字也。）字，不知上揭诸字是何来源，

与“ ”字是否有关。 

二、简化不当 
 扩 B 收录了部分类推简化字。学术界对于类推简化存有争议，本文姑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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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出的是扩 B 所收因类推简化而造成的不当字形。 

1、 29B31 29B6F 

“ 鬟”之“ ”已有简化字“丫”，无需类推出“ ”字。 

2、 299FB 298F5 

 汉代西域大宛国出良马，后世因称良马为宛马；及“宛”用指马名，后世因

造“ ”字。“ ”即“宛”之俗体加旁字。“ ”字如果有简化必要，亦应简化

作马旁宛，扩 B 收“ ”字（右旁为“宛”之俗书），字形不当。 

3、 29BD2 29BF3 4C16 

“ ”为“ ”字俗书，扩 B 收“ ”之类推简化字，不收“ ”之类推简

化字。 

4、 299F8 298EB 

扩 B 收“ ”字，而字符集中未见与之对应的繁体。扩 B 收“ ”字，不知

与“ ”字是否有关系。 

5、 293FE 293A2 

“ ”字从韋， 声， 字五画；扩 B 收“ ”字，左旁类推简化，右旁误

作六画。 

此外，扩 B 收“ （27E52）”“ （27E54）”一类简化字，不知是何来历。

如果这些简化字来源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当与大陆汉字相分离，以避免干扰大陆

汉字系统，避免汉字错误使用。 

三、计画不确 
 字符集依部首排字，同部之字则依笔画多少排序，同笔画之字排在一起。扩

B 之中，多有计画不确而排序失次者，排序失次影响检索和利用。 

1、 29903 29937 

 扩 B“ ”字在八画内，“ ”在九画内。“ ”实有七画，比“ ”字少一

画，反居“ ”字之后。 

2、 29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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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字《大字典》作“ ”，从“者”字旧字形，九画（《字海》改从新字形），

扩 B 收“ ”字，实有八画，而列其字于九画，欠妥。 

3、 2989D  

此字四画，扩 B 列于“ （2989C）”“ （2989E）”二字之间，“ ”“ ”

二字皆五画。 

4、 2993A 

《篇海》卷七《馬部》九画内引《搜真玉镜》：“ ，音余。”（“ ”为“ ”

字俗讹）《大字典》据《篇海》收“ ”字，九画。扩 B 改作“ ”，八画，而仍

收其字于九画，欠妥。 

5、 29BDD 

此字《大字典》十三画，草头从旧字形作四画；扩 B 此字草头改作三画，实

际笔画是十二画，仍收其字于十三画内。 

6、 29B91 

此字《大字典》作“ ”，九画；扩 B 改作“ ”，实有八画，仍收其字于九

画内。 

四、归部不当 
归部不当亦影响检索和利用，扩 B 此类情况亦属常见。略举数例于下： 

（见亠部。此为“芒”字异写，可不收；若收，当归艹部） （心

部。此为“葱”字俗书，当收艹部） （丶部。此为“甕”字俗讹，当收亠

部） （冂部。同“终”，当收丿部） （刀部。同“ ”，刺也。当收走

部） （土部。“ ”字俗讹，“ ”或作“ ”，同“臧”。基本集“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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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臣部，“ ”字亦可归臣部） （夕部。） （巛部。以上二字分别同“迻”

“巡”，左旁所从皆辵之异写，可归辵部） （廴部。可归聿部） （木

部。此字盖“ ”字俗讹，“ ”字见《说文》，同“松”。可归宀部）

（彳部。字符集设

行部，上揭诸字当归行部） （鼠部。《大字典》、《字海》据《篇海》收录，

右下从“冗”；《篇海》卷七《鼻部》据《龙龛》收录，正德本右下亦从冗，成化

本似是从 ，今本《龙龛》从鼻从臰作“ ”，字同“齅”。《新修玉篇》引同。

此字当收鼻部“ ”字上） （入部。当收人部） 

五、字不合楷 
 字符集收录的字，有些不合楷法，无从下笔，如有必要收录，是否应当加以

楷正？例如： 

 
六、部首异形 
传世字书存在异形部首，如水部在左者作氵、手部在左者作扌、心部在左者

作忄、衣部在左者作衤；又由于字体、书体、抄写、刻印、隶变、楷定之别，同

一部首位置相同者，形体亦有不同，如辶与 、羽与 、艹与 等等。尽管如

此，具体到一部字书，同一部首位置相同者，往往仅有一种写法，自成系统。如：

《康熙字典》凡从辶之字皆作 ，从羽之字皆作 。字符集收字既多，来源非一，

部首异写现象十分普遍，缺乏必要的规范。例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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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字符集》所收从毛之字，毛居左旁者均作半包围结构，如 ；

此字作左右结构。《大字典》据《集韵》收录。宋刻本、扬州使院重刻本、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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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四库全书本《集韵》，《五音集韵》、《篇海》引《馀文》并作“ ”，）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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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大字典》据《玉篇》收录，“ ”字俗讹。基本集与扩 A“羽”

旁皆改从新字形。《康熙字典》从旧字形，《大字典》旧字形、新字形互见，而从

旧字形者居多，《字海》改从新字形） 

25、  

26、  

27、 （《康熙字典》肉旁在左者作“月”，《大字典》同，且从“肉”

部分出，与“月”部合并。基本集、扩 A“月”、“ ”互见） 

28、  

29、  

30、 （基本集、扩 A

舟旁在左者皆从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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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36、  

37、  

38、 （基本集、扩 A 身旁在左者皆从 ） 

39、  

40 （ 扩 A ） 28450 28453 辵 

28461 28462 28473 284D6 28482

285F4 284B7 285C9（ 扩 B 基本集，皆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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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字中，实际十画。《大字典》二字收在十一画，皆从 ）   

41、 284FC 284A0 

42 、  25614 25607 25610 25631  

25635 25651  256F4 2564D  

25626 2563D  2567C  2572C 256D6  

200DE 

43、  

44、  

45、  

46、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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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53、  

54、  

比较扩 B 与基本集所收字形，不难发现基本集异形部首要比扩 B 少得多，有

些在扩 B 存在异形的部首，在基本集中部首只有一种写法，如辵部扩 B 有七种

写法，基本集只作辶；身部扩 B 有两种写法，基本集只作 ；舟部扩 B 有五种写

法，基本集只作 ；羽部扩 B 有两种写法，基本集只作羽等等。扩 B 部首异形有

些是中国大陆不同历史时期汉字传承过程中形成的，也有些是因其他国家或地区

与大陆汉字书写习惯不同造成的。无论哪种情况，都不仅仅是扩 B 所收的字存

在部首异形，基本集所收的字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字书）、不同国家或地区

之间部首也存在异形现象。如：基本集所收从辶之字，《康熙字典》皆从 ，台

湾地区皆从 ；所收从骨之字，《康熙字典》皆从 ，台湾地区皆从 。基本集收

录的字，使用频率要远远大于扩 B 收录的字（基本集收录的字有的一天使用数

以亿计，扩 B 收录的字有的若干年可能连一次也用不到），既然基本集不照顾部

首时空差异，扩 B 照顾部首的时空差异又有什么意义？ 

七、同画无序 
 字符集依据部首笔画排序，同部同笔画的字则排列无序。字符集不断扩展，

至扩 B 收字已近七万，其中有的部首同部同笔画字多达数十个、上百个，检索

殊为不易（下表为扩 B 髟部八画字排列情况）。建议参照大型字书编排方法，同

部同笔画字依起笔笔顺横、竖、撇、点、折排序，同笔画且起笔笔顺相同者，依

第二笔笔顺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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