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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生僻汉字服务系统简介 

华夏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华夏民族对生物学的记载和研究也自始有之。汉字作为辉煌的

华夏文明的确凿载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生动形象的记载了生物学的相关内容。然而目前

计算机使用的汉字字库只是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许多汉字已经很少用或者已经失传。 本系

统搜集整理了生物学中未被常见汉字字库搜集的汉字，用于满足生物学研究的需要。 
生物学生僻汉字服务系统(Biology Special Chinese Character Services System, 后简称

BSC 系统)用于提供生物学汉字相关的服务，生僻字仅是在生物学研究中所用到的一些常规

字库中没有的汉子。系统提供了包括字形、字音、内码等相关信息，也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

的接口。 
本系统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研究组整理、设计、研发和制作，版

权归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有。 
 



1 系统说明 

1.1 系统框架 
BSC 系统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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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BSC 的核心数据浏览和下载界面 

BCS 系统的三层结构为： 
 应用层 

包括 Web 程序、标准 Web Services 和客户端(研发中，用于管理) 
 核心层 

包含核心 API，以 dll 文件形式分发，目前没有开放。 
 数据层 

汉字相关的数据库，含汉字库、图像库、语音库。 
 

1.2 核心数据 
本系统的核心数据及其存储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1 BSC 系统的核心数据及存储 
数据类型 存储类型 
基础汉字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生僻字/新造字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多音字数据库 关系数据库 
字形数据库 文件系统 
语音数据库 文件系统 
微软 EUDC 汉字交换内码文件 文件系统 

1.2.1 数据和参考来源 

本站建设参考了以下一些网站的技术和数据。 
 Unicode 官方网站 http://unicode.org/  
 汉典网站 http://zdic.net/  
 微软语音技术网站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speech/default   



1.2.2 重要数据结构 

 BSC 系统的 Unicode 码 
BSC 系统中采用 Unicode 编码作为内部交换码，此内码或者称 CJK，用 8 位字符串表

示，如：0002EDF3。 
 

1.3 核心 API 
提供系统核心的数据处理函数，表 1.2 给出 API 的分布概述，具体说明将随 DLL 文件

分发。 
表 1.2 BSC 系统的核心 API 分布 
API 分类 描述 
Base 一些基础函数，包括： 

内码转换和处理函数 
数据库操作函数 
系统路径 

Font 汉字字形图像处理相关函数 
Sound 语音处理函数 
 

1.4 功能模块 
BSC 系统主要提供汉字相关信息查询服务，另外对内网用户提供生僻字创建和字音管

理等部分功能功能。具体的一些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 1.3 BSC 系统的核心功能实现情况 
数据类型 查询方式 
 列举 汉字 编码 拼音 部首 笔画 

发音 创建 修改 

普通汉字 × × √ √ √ √ √ × × 
部首 √ × √ ？ √ √ √ × × 
生僻字 √ × √ √ √ ？ √ √ × 
多音字词组 √ √ × × × × √ √ × 
拼音字母 √ × × × × × × — — 
 

1.5 相关核心技术 

1.5.1 HTML5 

HTML5 是 Web 发展新技术，BSC 系统使用 HTML5 技术用于语音发声服务和汉字在线

造字服务。 

1.5.1 TTS 

TTS（Text to speech）是语音技术的一类，BSC 系统使用 Micosoft 提供的 TTS 语音包

开发，提高相关的语音服务。 



2 用户操作指南 

2.1 汉字信息查询 
汉字查询界面提供按照汉字 Unicode 内码、拼音、部首、笔画的查询，界面如图 2.1 所

示： 

 

图 2.1 图像集管理界面 
查询方式类似，在输入框中输入相应的内码、拼音、部首或者笔画数即可获得汉字列表，

点击汉字即可查看数据库中汉字的相关信息。 

2.2 辅助列表 
提供 CJK 的内码布局清单、部首列表、拼音列表、多音字表等汉字中常用的数据表，

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 2.2 辅助列表界面 
这些表内数据可以通过系统的复制粘贴功能进行选取使用。 
其中多音字查询提供了本站搜集的生物学中常用的一些多音字表，列举了多音字在特定

的词组。界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多音字查询界面 
在输入框中输入汉字，返回本字相关的已经收录的词组及读音。点击喇叭可以听到词组

发音。 



2.3 相关下载 
提供和汉字造字相关的一些下载，包括字库、造字文件等。界面如图 2.4 所示。 

 

图 2.4 相关下载界面 
本界面随系统开发和新汉字增加进行更新，内容有一定变更。 

2.4 标准 Web Services 
以 Web Services 方式提供标准的一些标准的汉字查询接口服务。服务网页如图 2.5 所示 



 
图 2.5 图像集管理界面 

目前可以提供的函数详细参数如下所示： 
1 
服务名 GetCharactorImageUrl 
用途 获取汉字图像地址 
参数列表 "code"<string>, 指定的 Unicode 编码 

"fsize"<string>, 指定的字号大小，默认 16px 
"psd"<string>, 授权码 

返回值 汉字图像 URL 地址 
2 
服务名 GetCharactorPinyin() 
用途 获取汉字拼音 
参数列表 "code"<string>, 指定的 Unicode 编码 

"psd"<string>, 授权码 
返回值 汉字标准拼音。如果没有返回空，多音字返回多个拼音列表 
3 
服务名 GetCharactorPinyinSound 
用途 获取汉字拼音 
参数列表 "code"<string>, 指定的 Unicode 编码 

"psd"<string>, 授权码 
返回值 返回发音文件的地址,mp3 格式,没有则返回空串 
 4 
服务名 GetWordPinyin 
用途 获取词语拼音  

没有则返回空串 
参数列表 "code"<string>, 指定的词语 



"psd"<string>, 授权码 
返回值 返回词语拼音,用空格分隔单字拼音,没有则返回空串 
5 
服务名 GetWordPinyinSound 
用途 获取词语拼音发音文件 
参数列表 "word"<string>, 指定的词语 

"ttstype"<string>, TTS 文件生成类型 0 单字 1 语句 
"psd"<string>, 授权码 

返回值 没有则返回空串 
 

2.5 在线帮助 
网站提供网络版的用户帮助信息，请参看帮助页面，并且随系统改进随时更新，此处不

详细列举。  

2.6 汉字管理 
汉字管理界面提供汉字的创建，多音字创建。目前汉字管理功能仅对内网用户开放，如

有造字需求请提交申请。 
其中造字可以以三种形式提交造字方案，分别在 2.6.1 和 2.6.2 中介绍 

2.6.1 造字 

本方法提供两种途径让用户共享自己创建的汉字。 
一种是用户提交使用微软造字软件（eucdedit.exe）造出的字符。这种方法需要提交 EUDC

系统交换文件(EUDC.EUF 和 EUDC.TTF)，界面如图 2.6 所示。 



 

图 2.6 从 EUDC 文件创建汉字界面 



图 2.7 从图像文件创建汉字界面 
 

另外系统还提供在线造字方法。用户在如图 2.8 的界面下，在 256x256 的区域画字即可

生成样例汉字图后提交或保存到本地。 

 
图 2.8 在线造字界面 

 
提交造字文件后，用户向系统提交汉字相关信息，然后管理员根据情况进行审核发布。 



 
图 2.9 提交所造汉字相关信息界面 

用户在造字过程中需要注意： 
1 EUDC 方式可以提供多个汉字字形，没法提供详细汉字信息。因此系统建议用户每次提

交一个汉字，并录入相关信息。 

2.6.2 多音字管理 

多音字管理界面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多音字管理界面 

本页面给用户提供添加多音字的管理功能，用户需向系统提交词组及其字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