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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考察中文数字化的几个问题：繁简转换的问题、古文字编码的问题、文字统一问题、汉
字简化等问题，就这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一些对策。
关键词 繁简转换、信息论，汉字字体，汉字结构，汉字编码。

繁简问题

1

I(X, Y ) = H(X) + H(Y ) − H(X, Y )
首先，要明确区分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激光”

其中H(X,Y) 是联合熵(Joint Entropy)，其定义为：

转换为“鐳射”是语言翻译或者方言翻译的问题，不
是繁简转换的问题。文字的分歧在文字层面上解决，

H(X, Y ) = −σx,y p(x, y)logp(x, y)

语言的分歧要在语言层面上解决。有关汉语变体之间

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自然语言的各个单位之间都是有

如何翻译或者统一或者做其他处理，尤其是书面语之

关联的，作为记录汉语语素的汉字，在记录自然语言

间如何翻译或者统一或者做其他处理，需要在语言层

时自然也记录或者映射了汉语语素之间的关联，这

面上解决。一个办法就是，不翻译，不处理，让几种

样的关联可以用几种数学模型来刻画，如n阶马尔可

平行或者对应的词语等等竞争从而自然统一，或者任

夫链可以较好地刻画汉语文字之间的关联，互信息

由其存在。一种办法是动用行政或者法律。显然，目

（mutual information）也可以刻画汉语语素进而汉

前，这在两岸四地是不现实的。不过将来则未必不可

字之间的互信息。考虑汉字之间的互信息或者n阶马

能。将文字层面的问题揉合到语言层面来解决，我们

尔可夫链，可以看出，繁简转换出现一定比例的错

没有看出有什么益处。
1.1

误，并不一定导致交流或者交际的困难，试举一例，
“令人发指”即使转换为“令人發指”.人们也一定

繁简转换

能够明白而不影响交际。换言之，繁简转换允许一定
一般认为，繁简转换是两岸四地中文信息化的一

的出错率，这个出错率当然需要计算或者实验确定。

个重要方面。大家就简繁转换碰到的问题做了很多探

在没有准确的计算结果前，要求越准确越好。但这其

讨。我们从信息论的角度和机器翻译的角度来看一下

实除了社交礼仪等非信息交流方面而外没有必要。所

这个问题。

以，浅见认为，找出或者计算出容许的出错率，是目

先给出信息论的几个概念和公式：

前一项需要做的工作。

熵公式的一般形式：

繁简转换可类比机器翻译，只是机器翻译是对两

1
H = lim Σp(Bn ) log2 p(Bn )
n−>∞ n

种语言的，繁简转换是对一种语言的两种文字符号

互 信 息(Mutual Information)是 另 一 有 用 的 信 息 度

确率为100%，同样有评测或者准确率是否达到要求

量，它是指两个事件集合之间的相关性。两个事

的问题。一种机器翻译自动评测方法是基于平行句

件X和Y的互信息定义为：

对。作为繁简转换评测的一种方法，可以借鉴机器翻

的。机器翻译自动评测问题。繁简转换既然不要求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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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方法。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些评测用的繁简对齐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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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或者文字学界而言，需要交换和处理的概率又

行语料。这尤其容易检测一些容易出错的繁简转换，

高得多。和现代文字统一编码，会带来很多问题。考

比如跟词语或者句子相关联的繁简转换。

虑信息论和古文字的使用范围，应该单独编码。

同样，机器翻译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平行语料库
的翻译。同样，繁简转换，也可以基于繁简平行语料

4

信息论

库。这一资源的建立有助于解决一些难题，比如跟词
语或者句子相关联的繁简转换。但是这类难题涉及的

一般认为，香农的《通信的数学理论》 为信息

范围相对小，建立这一资源的代价和所解决的问题之

论奠定了理论基础。现代有关信息的各个方向几乎都

间如何折中，需要考虑。

受到其影响。而汉字作为一种符号，编码了汉语中的

顺便说一下，类比机器翻译，我们也可以明白，
为什么繁简转换事实上也不需要100%的准确率。

[3]

语素或者词，因此也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加以考察。
学者们从信息论角度考察汉字，大多是计算汉字的熵
[1]

文字统一问题

2

，亦即将汉字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符号来处理。学

者们从此角度研究汉字信息熵，得到了一系列结论，
对于汉字与汉字信息处理做出了贡献.

汉字废立之争和繁简统一之争一直在文改界存

然而事实上，汉字在一个层面上可以作为不可分

在。这些争论起初并没有牵涉到信息技术，但现在却

割或者分析的符号分析，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则可以作

与信息技术纠结在一起。我们从信息论和目前信息技

为一个结构来分析。就作者所见，尚未有研究者从信

术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息论角度分析汉字的结构和汉字的演化，作者从信息

如果文字统一，则繁简转换自然不需要。换言

论的角度研究有关汉字的结构和演化等等问题，力图

之，在信息交换和处理过程中，繁简转换其实起

探索得出汉字演化的规律和编码的准则以及制定汉字

了一种类似统一文字的作用。作为一种自动技术，

字体等等问题的原则

繁简转换的开销并不大。而在做中文信息处理时，
对于繁简，目前的编码技术，确实需要做转换，使

5

信息论和Huffman编码

用unicode之后，这部分所要做的开发就相对小些。
就是说，事实上在信息处理和交换或者中文数字化方

香农在其《通信的数学理论》以及其他的信

面讨论文字统一或者繁简统一，没有以前那么严重或

息论著作中

者重要（意义不大？）。

明，无损压缩存在上限，即现在为大家所熟知的

[3–6]

给出了数据压缩的公式，并且证

同样，拼音文字和汉字废立之争，在信息交换和

熵 率 （entropy rate） 。 当 然 香 农 也 建 立 了 有 损 压

处理中的意义需要重新考虑。同样，拼音-文字转换

缩的理论，亦即大家所熟知的扭曲速率理论（rate-

软件使得这一问题的意义变弱，尤其是新技术的应用

distortion theory）并且建立了有关最优有损压缩理

使得原先以为很严重的问题（如输入法重码率高的问

论。显然，这两种压缩理论有密切关系，有损压缩理

题）现在弱得多了。

论可以看作无损压缩理论的推广。这两种理论给出了
各种信源编码算法的上限。

古文字编码问题

3

无损压缩
熵公式的一般形式：

古文字到底是独立编码，还是跟现代汉字统一编

H = lim

码？

n−>∞

给文字编码是方便信息处理和交换，换句话说，

1
Σp(Bn ) log2 p(Bn )
n

其中Bn 表示前n个符号.

文字在信息处理和交换中出现的概率很高。降低信息
交换和处理的开销，而给文字编码。这本是基于信息
论作出的决策。所以给一种符号编码还是直接用图像
（比如使用图形编码）表示，是考虑其在信息处理和
交换中出现的概率的。显然，古文字就整个社会来讲
需要交换和处理的概率很低，恐怕不足以编码；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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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 :令Rn∗ 为最优n阶无损压缩编码，那么
1
1
1
− Σp(Bn ) log( Bn ) ≤ Rn∗ < Σp(Bn ) log2 p(Bn ) +
n
n
n

令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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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草书为书写省力而快捷，连笔很多，不少一气呵
∗
n

成。在很大程度上，只要各个字形能够相互区别，或

lim R = H

n→∞

者在具体上下文（互信息）中相互区别，就可以。因

有关有损压缩的公式（暂略）

而出现字体和字形的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如果经常出

最优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仅仅给出了理论上限，

现，则作为一种新字形，可以影响到官方认可的文

并没有给出实现的方式。具体实现的技术则要考虑其

字。例如（汉字演化举例）。

他因素，比如计算效率或者复杂性等等。

书信中的文字（王羲之等人的便笺）

Huffman编码即为信息压缩或数据压缩的一种方

民间汉字，可看到很多俗体，即使现在，也可在

案。其基本的思想是，根据符号的权值，给符号一编

好多地方看到。

码，使得所得码长在统计意义上为最短。具体编码方

而官方则因为有较多的限制，这样的变化就难出

案可参看有关著作。为研究方便，我们用huffman编

现。

码而非其他编码方案如算术编码、前缀编码等等，所

初看起来，汉字只有在文本中，才能计算其熵。

得结论可以容易地推广到其他编码或者一般信息压缩

这是因为汉字编码了语素或者词，而且我们把汉字作

的情景。

6

3

为不可分析的符号。这样分析并无错误。然而如果我
们把汉字看作一个特殊的文本，并进而把通常意义上

汉字

的文本当作文本集合，则笔画或者偏旁部首等等被当
作不可分析的符号。这样就可以从信息论角度分析汉

如果从甲骨文出现算起，则汉字经历甲骨文、金

字的结构和笔画以及笔画和结构的演化

文、小篆、现代汉字的演变。学者对汉字结构、形体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容易

及其演变做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文字学意

简化，即以信息论中的数据压缩定理或Huffman编码

义上的，有关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则是计算汉字熵、

看，一个频率较高的汉字出现省笔、简化，可以缩短

编码汉字等等。当然得到不少有价值的结论。我们不

书写时间或者编码长度（如果我们把笔画算作编码如

打算在此文中做类似的研究，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现代计算机中的1、0的基本单位的话）.上述草书、

来分析其结构形体演变，力图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

书信文字、民间文字正是如此。那些很生僻的汉字，

论。。
6.1

即使结构非常复杂，也没有简化，便也是这个原因。

汉字演化
6.2

汉字结构、演化与形式语言

关于汉字的演化，大家都认为，基本是从图形意
味或者绘画意味浓厚的古文字变为少有绘画意味的现

把汉字看作一个特殊的文本，笔画或者偏旁部首

代文字，从书写困难变到书写相对容易，从笔画繁

等等被当作不可分析的符号。这样就可以从信息论的

多、结构复杂逐步趋向简单。这些都是定性的描述，

角度分析汉字的结构和笔画，也可以从形式语言的角

而且多为印象式的描述。

度分析汉字的结构和笔画以及笔画和结构的演化

而演化的发生，往往是首先出现在非正式的场

笔画、偏旁和构造组合的方式区分开汉字。因此

所，往往是由民间而到官府或者政府。比如，隶书的

可以把一个汉字看作形式语法意义上的文本或者形式

产生，大致可以认为先是在非正式场合或者民间产生

语法意义上的一个句子。给其构造重写规则，则得

使用，然后成为正式的官方标准问题。即以现代简体

到一部文法。如够− >句+多；多− >夕+夕。如此等

字而言，也多可在民间用字上找到根源. 显然，这一

等。显然，结构的演变和笔画的增减变化首先导致文

现象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汉字作为记录语

字系统的变化，都可导致文法的变化。文字系统可以

言的符号，是辅助交际的，必须满足交际的需要。其

看作形式语言意义上的语言，亦即文字的集合是一语

次，理论上，只要达到交际目的，文字便可不受其他

言，变化前后的语言显然往往不同，而文法也不同，

限制，而民间或者非正式场合的限制就较少，比如正

前后的文法和语言都不等价。如果结构演变和笔画

式的形体结构等等都可以变通。所以，如果不考虑一

增减变化前后的文字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或者基本

些强制的标准(官方)，则非正式场合或者民间更多表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则从文字记录自然语言这个角

现出一种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自然演化的特点更容

度看，文字未变，而刻画文字的文法有了变化。这

易在这样的环境中探索出来。

样，我们便有了从文法的角度衡量两种文法效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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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杂程度）的问题。引入两种文法的Kolmogo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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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的数据压缩规律。

[2]

complexity ，便可度量两种文法的复杂度。换言
之，从形式语言和Kolmogorov complexity角度看，

汉字 部件 笔画 的熵 把汉字看作可分析的符号串，可
以计算各个笔画或者部件的熵值。进而为汉字

汉字的演化实在是有优劣之分的。当然，这仅仅是从

笔画和部件演化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而探索

当代交际的角度看，并没有计入传承古代文化这一因

其规律。

素。

汉字 结构 的形 式语 言视 角 据此，可以度量汉字演化

7

余论

（包括简化）的效率问题（复杂性）

从信息论和形式语言等角度考察了汉字形体和结
构的一些问题，可以确认：

这些看法往往是仅仅考虑信息论或者形式语言而
得出的。这些观察所得，也没有进行试验研究。进一
步的研究需要做较大规模的实验，以期完善，并考虑

汉 字由 繁变 简 是因为遵循信息论类似Huffman编码

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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