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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安安装装  
第第一一节节  初初始始安安装装  

  一一、、中中文文版版下下的的安安装装  
  11．．如如果果存存在在诺诺顿顿病病毒毒防防火火墙墙，，必必须须在在安安装装前前关关闭闭  
将将自自然然码码光光盘盘放放到到光光驱驱内内，，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双双击击〖〖我我的的电电脑脑〗〗

进进入入光光盘盘文文件件夹夹。。  
注注意意：：光光盘盘不不能能自自动动运运行行，，不不要要先先将将光光盘盘放放入入再再开开机机。。  

  
  
  
  
  
  
  
  
  
  
  

用鼠标左键连

续双击此图标

展开光盘文件

22．．执执行行光光盘盘中中的的 SSEETTUUPP..EEXXEE 安安装装程程序序：：  
  

用鼠标左键快速双击此

图标运行安装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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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继续

  33．．确确定定自自然然码码安安装装路路径径和和程程序序组组名名：：  
  
  
  
  
  
  

可以改为其他路

径，也可以安装到

U盘

自动产生的新程

序组名，一般情

况不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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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选选择择安安装装项项目目内内容容：：  
  
  
  
  
  
  
  
  
  
  
  
  
  
  
  
  
  
  

在在WWiinn3322//DDOOSS
下下使使用用

简繁体转换 
时要使用 

使用五笔字型

时需选中

选中后可支持边输

入边朗读和整篇文

章朗读

引引进进的的黑黑马马整整句句识识别别引引擎擎，，

安安装装应应用用后后可可提提升升整整句句连连

续续输输入入时时的的正正确确率率    

““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中中实实际际上上涵涵盖盖了了多多种种输输入入方方法法，，默默认认安安装装时时只只

选选中中简简体体的的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和和全全拼拼两两种种方方式式，，其其他他编编码码需需要要另另行行勾勾

选选。。如如果果没没有有安安装装相相应应的的数数据据，，以以后后在在使使用用中中无无法法切切换换到到相相应应

的的输输入入法法（（选选项项显显示示灰灰色色））。。  
  自自然然码码系系统统中中含含有有五五笔笔字字型型编编码码，，但但非非默默认认安安装装，，只只有有手手

动动选选择择了了之之后后才才会会安安装装。。以以后后使使用用的的时时候候，，汉汉字字提提示示信信息息中中显显

示示的的五五笔笔编编码码也也需需要要五五笔笔编编码码库库支支持持。。  
  

可以看到安

装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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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之后这里也会

同时增加程序组

终止后，先点击屏幕左下角的“开始”，

再点击“注销”或“重新启动计算机”，

之后重新执行安装程序。 

如果当前有使用过自然码

2000的窗口未关闭就会出错

安装结束会产生

ZRM2000程序组。

按这里关闭

  机机后后首首次次激激活活““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需需要要在在 WWiinnddoowwss 输输入入法法菜菜

单单中中用用鼠鼠标标选选择择，，或或者者按按系系统统的的输输入入法法激激活活键键【【CCttrrll++SShhiifftt】】或或

【【CCttrrll++空空格格】】（（一一定定要要先先启启动动一一个个可可以以输输入入的的编编辑辑窗窗口口，，如如

““WWoorrdd””或或““记记事事本本””等等））。。  
  

先用鼠标左键点击这

里打开输入法菜单

点击这里就可激

活自然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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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英英文文版版或或其其他他语语言言版版下下的的安安装装  
纯纯英英文文版版 WWiinnddoowwss  NNTT//22000000//XXPP//22000033 等等环环境境需需要要先先在在

【【 CCoonnttrrooll  PPaanneell 】】→→【【 RReeggiioonnaall  aanndd  LLaanngguuaaggee  OOppttiioonnss 】】→→

【【LLaanngguuaaggeess】】→→【【DDeettaaiillss......】】上上按按【【AAdddd......】】添添加加【【CChhiinneessee((PPRRCC))】】
【【CChhiinneessee  ((SSiimmpplliiffiieedd))  --  UUSS  KKeeyybbooaarrdd】】，，然然后后再再安安装装自自然然码码光光盘盘

就就可可以以了了。。  
  如如果果已已经经有有中中文文语语言言支支持持，，或或已已经经默默认认在在中中文文简简体体或或中中文文

繁繁体体语语言言，，直直接接安安装装即即可可。。  
  

第第二二节节  生生成成 UU 盘盘版版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本本系系统统支支持持向向 UU 盘盘安安装装““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只只要要在在安安装装时时修修

改改安安装装路路径径到到 UU 盘盘即即可可。。  
  UU 盘盘版版可可直直接接插插到到其其他他机机器器上上使使用用，，使使用用前前只只要要双双击击运运行行

UU 盘盘上上的的““ZZrrwwRRuunn..eexxee””即即可可自自动动安安装装（（首首次次使使用用需需要要在在管管理理

员员账账户户下下））。。  
UU 盘盘版版限限制制扩扩充充词词库库每每组组 多多只只能能同同时时打打 44 个个，，使使用用时时

间间限限制制为为自自生生成成日日起起 33 个个月月内内，，无无生生成成次次数数限限制制，，每每次次生生成成重重

新新计计算算日日期期。。  
不不用用 UU 盘盘时时，，可可选选自自然然码码““扩扩充充菜菜单单””－－>>““退退出出驻驻留留””，，

然然后后拔拔出出 UU 盘盘，，如如果果当当前前硬硬盘盘也也曾曾经经安安装装过过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则则会会

自自动动恢恢复复原原来来硬硬盘盘版版。。完完全全删删除除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包包括括输输入入法法菜菜单单

中中的的 zzrrmm22000000 项项目目，，则则需需要要在在系系统统的的““设设置置””中中手手工工删删除除。。  
  
  

第第三三节节  安安装装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普普及及教教学学版版  
将将光光盘盘上上的的““SSeettuupp..eexxee””安安装装程程序序复复制制到到硬硬盘盘或或 UU 盘盘进进行行

安安装装，，安安装装出出来来的的就就是是““普普及及教教学学版版””。。  
““普普及及教教学学版版””的的自自造造词词和和使使用用习习惯惯不不能能保保存存，，并并且且没没有有

扩扩充充功功能能，，仅仅供供教教学学使使用用。。由由于于使使用用中中不不向向硬硬盘盘写写数数据据，，因因而而

可可安安装装到到受受保保护护的的网网络络只只读读文文件件夹夹中中（（要要在在管管理理员员下下安安装装））。。  

鼠标右键击这里“设置”



第第二二章章  快快速速入入门门  
  输输入入之之前前，，首首先先需需要要启启动动一一个个文文字字处处理理软软件件，，如如：：WWoorrdd、、
EExxccllee、、记记事事本本、、写写字字板板、、WWPPSS22000000、、FFooxxmmaaiill 等等。。  
  
  
  
  
  
  
  
  
  
  
  

首先要执行一个

可输入文字的 
编辑软件

  
  机机后后，，第第一一次次激激活活自自然然码码需需用用鼠鼠标标““点点击击””输输入入法法菜菜单单

上上的的““自自然然码码输输入入系系统统 22000066””，，或或用用输输入入法法激激活活热热键键【【CCttrrll++SShhiifftt】】
（（先先按按住住【【CCttrrll】】不不要要放放 ，，然然后后按按下下【【SShhiifftt】】））。。  
  
  
  
  
  
  
  
  
  
  

自然码激活后就会看到状态

栏出现在当前窗口的右上角

用鼠标左键点击这

里激活自然码

  初初学学用用户户 好好使使用用默默认认的的  ““自自然然整整句句””方方式式，，不不要要急急着着修修

改改设设置置，，默默认认设设置置已已经经是是经经过过反反复复优优化化的的 佳佳方方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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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一一节节  整整句句连连续续输输入入  
  整整句句连连续续输输入入特特点点是是既既可可像像微微软软拼拼音音、、智智能能狂狂拼拼那那样样连连续续

输输入入，，也也可可加加偏偏旁旁单单独独输输入入或或修修改改字字词词，，还还可可像像智智能能 AABBCC 那那样样

逐逐词词选选择择，，是是一一种种结结合合了了多多种种输输入入法法特特点点可可轻轻松松输输入入的的 优优方方

式式，，建建议议初初学学者者使使用用。。  
        
  
  

  编编码码：：uuiiyyiivvssjjxxhheelleeddoovvssuuuurruuffaatteeddmmddeezzvvjjwwffhhuuii  
  
  
  
  

编编码码：：vvggzzlluuiiyyssUUsseerr【【空空格格】】mmyyzzii  
  

  在在这这里里利利用用了了““大大写写字字母母后后转转英英文文””的的功功能能用用来来输输入入英英文文

字字母母，，英英文文输输入入后后按按【【空空格格】】便便可可还还原原为为汉汉字字模模式式，，非非常常方方便便。。  
  
  
  
  
  
  

注注意意：：整整句句模模式式下下，，不不要要在在语语句句中中间间按按两两次次空空格格将将前前面面的的

内内容容送送出出（（虽虽然然两两次次空空格格可可以以送送出出）），，等等遇遇到到标标点点符符号号后后缓缓冲冲

行行上上的的内内容容就就会会自自动动顶顶出出，，而而无无需需按按空空格格。。如如只只需需要要输输入入一一个个

词词或或一一个个短短语语，，可可用用【【回回车车】】送送出出。。  
不不直直接接上上屏屏的的好好处处是是：：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整整个个语语句句会会被被系系统统自自动动

分分析析学学习习；；遇遇到到整整句句识识别别错错误误的的时时候候，，可可以以用用【【’’】】定定位位到到 接接

近近的的位位置置上上；；自自动动学学习习的的时时候候会会按按整整句句分分析析学学习习；；曾曾经经输输入入过过

的的句句子子，，以以后后可可只只输输入入声声母母即即可可重重复复送送出出。。  
在在适适当当的的短短句句之之后后加加入入空空格格会会非非常常有有效效地地避避 整整句句识识别别上上

的的错错误误，，若若仍仍有有错错误误也也可可按按【【’’】】直直接接定定位位到到 后后一一次次的的分分隔隔点点

位位置置，，然然后后用用【【;;】】快快速速选选择择重重码码词词，，或或加加辅辅助助码码修修改改单单字字。。  

使使用用整整句句模模式式的的 佳佳方方法法：：  
    看看着着缓缓冲冲行行中中的的汉汉字字输输入入，，而而不不是是编编码码或或屏屏幕幕。。遇遇到到简简

码码或或一一个个意意思思的的结结束束，，按按空空格格分分隔隔。。若若按按错错了了键键，，或或看看到到缓缓

冲冲行行上上汉汉字字错错得得厉厉害害，，立立即即用用【【BBaacckkSSppaaccee】】退退格格键键销销掉掉错错

误误键键重重新新输输入入，，尽尽量量不不要要等等输输入入完完了了再再回回头头改改编编码码。。



第第二二节节  快快速速修修改改  
  一一、、常常用用移移动动修修改改  

  
  
  
  
  

  
  
  
  

用【Ctrl】+【→】或【←】

可修改编码

使用【→】【←】方向键

或【+】【-】可修改汉字

如如编编码码很很多多被被压压缩缩，，可可先先移移动动到到汉汉字字上上，，然然后后再再改改编编码码。。  
  
  
  

二二、、加加辅辅助助码码减减少少重重码码（（通通常常为为部部首首拼拼音音声声母母））  
  

  
  
  
  
  
  
  

  三三、、简简码码快快速速输输入入  
  
  
  
  

一级简码字的后面是刚

刚用过的词组或短语

两码时按【Tab】只显示简码

双字词和刚用过的双字词

在拼音后加一个部

首拼音声母 后两个字中可以

任选一个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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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简码码比比正正常常编编码码短短，，但但 好好只只是是用用来来输输入入常常用用的的词词组组、、短短

语语和和刚刚刚刚输输入入过过不不久久的的临临时时字字词词或或短短语语，，不不建建议议用用户户大大量量记记忆忆

和和使使用用简简码码。。  
  

  四四、、用用【【;;】】循循环环选选择择重重码码  
  如如果果要要选选择择的的汉汉字字不不在在第第一一位位，，可可用用【【;;】】连连续续选选择择，，由由于于

分分号号用用右右手手小小指指可可直直接接按按到到，，因因而而比比用用其其他他键键选选择择更更方方便便。。  
  
  
  
  
  
  
 注意事项： 
  由由于于【【;;】】分分号号同同时时也也是是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符符号号，，因因此此只只能能是是在在不不影影

响响正正常常功功能能的的情情况况下下才才能能有有效效：：  
①①在在““四四通通双双拼拼””中中，，由由于于分分号号在在奇奇位位时时是是韵韵母母““iinngg””的的

压压缩缩编编码码，，不不能能用用于于选选择择。。  
②②在在句句中中插插入入时时，，分分号号是是中中文文标标点点，，只只有有在在修修改改替替换换状状态态

才才是是选选择择。。  
  ③③若若将将使使用用习习惯惯设设置置为为““自自然然语语句句””，，则则〖〖高高级级选选项项〗〗〖〖其其

他他〗〗中中〖〖用用【【;;】】循循环环选选择择字字词词〗〗的的选选项项就就会会失失效效。。  
  

  五五、、用用【【’’】】小小撇撇快快速速移移动动修修改改  
  整整句句输输入入的的时时候候难难免免中中间间会会有有错错误误而而没没有有及及时时修修正正，，这这时时

可可用用【【’’】】快快速速移移动动到到 后后一一个个空空格格分分隔隔的的位位置置上上。。  
  
  
  

编编码码：：yyiiddssddkk【【空空格格】】ddllxxqqggllddeeddiiffhh  
  

也可用数字或鼠标选择，但都不如分号方便



  -- 1100 --

  如如果果要要修修改改的的地地方方不不在在移移动动后后的的第第一一个个地地方方，，可可以以继继续续按按

【【’’】】直直到到修修改改位位置置到到达达为为止止。。如如果果要要修修改改的的字字不不在在第第一一项项，，可可

以以加加辅辅助助码码，，将将所所要要的的字字提提前前，，也也可可以以按按【【;;】】键键逐逐渐渐将将所所要要的的

看看字字移移到到 前前面面来来。。  
  
  
  
  移移动动修修改改也也可可以以用用传传统统的的其其他他移移动动键键，，如如““左左右右方方向向键键””、、

““加加减减号号””等等，，但但都都不不如如【【’’】】方方便便。。  
  
  
  

  六六、、翻翻页页查查找找  
  翻翻页页键键：：【【[[】】和和【【]]】】  或或  【【PPggUUpp】】和和【【PPggDDnn】】  
  
  
  
  
  

翻翻页页选选择择仅仅仅仅是是在在遇遇到到疑疑难难字字词词的的情情况况下下使使用用，，因因为为自自然然

码码通通常常可可加加偏偏旁旁部部首首的的声声母母来来辅辅助助，，所所以以一一般般不不用用翻翻页页。。  
  

第第三三节节  常常用用功功能能  
一一、、常常用用标标点点符符号号  

  全全角角中中文文的的 关关键键是是：：【【AAlltt++,,  】】  
  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的的 关关键键是是：：【【AAlltt++..  】】  
  
  
  
  
  

缓缓冲冲行行移移动动键键：：【【→→】】【【←←】】【【--】】【【==】】【【HHoommee】】【【EEnndd】】  
  【【’’】】【【[[】】 （（【【,,】】【【..】】需需要要特特殊殊设设置置）） 

在键盘可直接输出的中文标点： 
    //    ,,  ::    ;;  `̀    ||      ''      ""    [[]]    {{}}    (())    <<  <<  >>  >>  $$    ^̂      __    --    ==  **  \\    ~~  
。。、、，，：：；；．．··‘‘’’““””【【】】〖〖〗〗（（））《《〈〈〉〉》》￥￥…………————－－——××、、～～  
..

标点符号允许直接含在编码中

点这里切换全角/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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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圆圆点点：：  【【||】】  （（【【右右 SShhiifftt  ++\\】】））  
〖〖．．〗〗实实心心句句号号：：  【【`̀】】  
〖〖  〗〗全全角角空空格格：：  【【@@】】  （（【【左左 SShhiifftt++22】】））  
〖〖…………〗〗省省略略号号：：  【【^̂】】  （（【【左左 SShhiifftt++66】】））  
〖〖————〗〗连连接接号号：：  【【__】】  （（【【左左 SShhiifftt++--】】））  

  

  二二、、其其他他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自自然然码码给给中中文文标标点点进进行行了了特特殊殊编编码码，，用用起起来来会会比比 WWiinnddoowwss
自自带带的的软软键键盘盘方方便便许许多多。。因因为为一一直直打打 软软键键盘盘会会遮遮挡挡屏屏幕幕内内容容，，

并并且且反反复复打打 关关闭闭非非常常麻麻烦烦。。  
  
  
  
  
  
  
  
  
  
  自自然然码码以以““oo”” 头头的的编编码码中中包包含含了了所所有有汉汉字字符符号号，，可可用用于于

各各类类方方案案，，仅仅在在““自自然然五五笔笔””中中要要改改用用““zz”” 头头。。  
  为为了了便便于于记记忆忆，，这这些些符符号号被被编编排排在在与与其其发发音音相相对对应应的的名名称称

上上。。如如：：““日日文文 oorr””、、““符符号号 ooff””、、““杂杂符符 oozz””、、““罗罗马马字字母母

ooll””等等等等，，试试一一试试就就能能掌掌握握（（后后面面章章节节中中有有详详细细说说明明））。。  
  除除了了按按类类型型编编码码的的符符号号外外，，还还提提供供了了大大量量常常用用标标点点的的特特殊殊

编编码码，，如如：：ooooyy““€€ ””、、oouuuudd““℃℃””、、oorrmmbb““￥￥””、、oommyy““＄＄””、、

oowwjjxx““☆☆””““★★””等等。。另另外外还还有有：：zzii//ff““字字//分分钟钟””、、uuppjj““UU 盘盘””、、

wwiinndd““WWiinnddoowwss””““视视窗窗操操作作系系统统””、、ggddpp//““GGDDPP””““国国内内生生产产

总总值值””、、ccttrrllaa““CCttrrll++AA””、、ccaappss““CCaappss  LLoocckk””、、aallttjjss““AAlltt++SShhiifftt””
等等大大量量简简码码词词汇汇。。

 

  
  
 



  -- 1122 --

三三、、自自动动记记忆忆与与自自动动造造词词  
  采采用用模模仿仿人人脑脑记记忆忆模模式式，，将将偶偶然然用用到到的的，，以以后后不不再再使使用用的的

内内容容逐逐渐渐忘忘掉掉，，而而重重复复用用的的（（两两次次或或三三次次以以上上））就就会会永永久久记记住住。。  
  
  
  
  
  
  

注注意意：：自自动动学学习习和和记记忆忆只只是是在在双双提提示示行行时时有有效效，，单单提提示示行行

时时必必须须经经过过选选择择修修改改的的才才会会自自动动记记忆忆。。        
  

  四四、、从从屏屏幕幕上上取取词词造造词词  
  将将鼠鼠标标移移到到词词语语的的起起始始位位置置，，按按住住鼠鼠标标的的左左键键不不放放 ，，拖拖

动动鼠鼠标标到到词词语语的的末末尾尾，，松松 鼠鼠标标键键（（俗俗称称““抹抹黑黑””））；；用用鼠鼠标标

左左键键点点击击自自然然码码输输入入条条的的““造造词词””标标志志，，即即可可完完成成造造词词。。  
  屏屏幕幕造造词词也也可可用用键键盘盘实实现现：：移移光光标标到到起起始始位位置置，，按按住住【【SShhiifftt】】
键键（（不不放放 ）），，用用方方向向键键移移动动光光标标框框住住词词语语，，按按【【AAlltt++IInnss】】组组

合合键键造造词词（（先先按按住住【【AAlltt】】不不放放 再再按按【【IInnss】】，，不不要要同同时时按按下下））；；

按按【【AAlltt++DDeell】】为为修修改改编编码码造造词词，，【【回回车车】】结结束束造造词词。。  
  如如果果是是在在 WWoorrdd 下下，，也也还还可可以以在在  
编编辑辑区区左左侧侧空空白白处处或或文文字字上上““双双击击、、  
三三击击””鼠鼠标标左左键键，，实实现现  ““选选一一句句、、  
选选一一段段和和全全选选””。。  
  
  
  
  
  等等待待确确认认时时，，状状态态栏栏上上会会有有““造造词词””标标志志。。  
  自自然然码码的的造造词词内内容容可可以以包包含含各各种种字字母母、、数数字字、、符符号号和和部部分分

控控制制符符（（换换行行符符、、制制表表符符等等）），，长长度度可可以以达达到到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并并能能多多行行造造词词（（立立体体造造词词））。。  

用鼠标右键点标志，可修改或

重新输入编码，按回车结束。

用鼠标左键点这里自

动算出编码立即造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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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在 WWoorrdd  下下多多行行造造词词的的方方法法是是：：先先按按住住【【AAlltt】】键键（（不不放放 ）），，

然然后后用用鼠鼠标标指指向向词词语语起起始始位位置置，，按按下下鼠鼠标标左左键键，，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移移动动，，

拖拖出出一一个个列列块块内内容容，，放放 鼠鼠标标键键，，点点击击自自然然码码提提示示行行上上的的““造造

词词””标标志志（（或或按按【【AAttll++IInnss】】））。。  
  
  
  
  
  
  
  
  
  

 注意事项： 
①①屏屏幕幕取取词词造造词词时时，，屏屏幕幕中中一一定定要要圈圈住住能能够够被被复复制制的的内内容容，，

否否则则就就会会用用当当前前剪剪切切板板内内容容取取代代（（剪剪切切板板若若有有内内容容的的话话））。。  
②②当当前前编编辑辑软软件件必必须须支支持持【【CCttrrll++CC】】复复制制，，否否则则就就无无法法取取

到到内内容容，，还还会会有有较较长长时时间间的的延延时时等等待待，，并并在在提提示示行行中中显显示示：：  
  
  

③③从从屏屏幕幕造造词词时时，，缓缓冲冲行行中中不不要要有有内内容容，，否否则则会会优优先先将将缓缓

冲冲行行的的内内容容造造词词。。  
④④如如果果框框住住的的内内容容长长度度超超过过了了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

造造词词时时只只保保留留前前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其其余余部部分分被被丢丢弃弃。。  
④④编编码码中中若若含含有有数数字字、、字字母母、、符符号号，，均均进进入入修修改改编编码码造造词词

状状态态。。确确定定按按【【回回车车】】键键；；放放弃弃按按【【EESSCC】】键键。。  
  
  自
自动动全全编编码码造造词词键键：：  【【AAlltt++IInnss】】  
全全声声母母简简码码造造词词键键：：  【【AAlltt++SShhiifftt++IInnss】】  
自自定定义义简简码码造造词词键键：：  【【AAlltt++DDeell】】  
缓缓冲冲行行内内容容送送出出并并造造词词：：  【【CCttrrll++回回车车】】  
（（如如缓缓冲冲行行中中有有内内容容，，则则为为缓缓冲冲行行造造词词，，而而不不从从屏屏幕幕取取））  

公司：北京大自然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1区5号楼2108室（102218） 

电话：61740115 

多行词组

“zrmd”
{^M}就是回车换行符超长词语会 

被压缩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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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这个项

目就能看到

扩充汉字了

五五、、删删除除字字词词  

  
  
  
  
  
  
  临临时时词词和和自自定定义义字字词词被被删删除除后后不不可可恢恢复复。。内内部部词词组组仅仅仅仅设设

置置了了删删除除标标志志，，只只要要重重新新输输入入一一次次，，就就可可恢恢复复。。在在〖〖高高级级项项选选〗〗

〖〖规规则则〗〗〖〖显显示示规规则则〗〗中中还还有有〖〖显显示示已已删删除除字字词词项项〗〗，，可可以以用用

来来查查看看已已经经删删除除的的词词组组，，并并且且能能够够直直接接恢恢复复。。  
  
  
  

  删删除除操操作作也也可可用用快快捷捷键键【【CCttrrll++数数字字】】双双击击两两次次。。但但需需要要在在

〖〖高高级级项项选选〗〗〖〖其其他他〗〗中中选选用用〖〖使使用用  CCttrrll++数数字字  删删词词〗〗项项。。  
  

六六、、特特殊殊汉汉字字输输入入  
  目目前前的的 WWiinnddoowwss9955 以以上上版版本本已已有有 22 万万多多汉汉字字，，通通常常已已经经不不

必必去去造造字字了了，，但但是是要要想想

快快速速输输入入这这些些难难字字还还

是是有有困困难难。。往往往往为为找找一一

个个字字可可能能要要翻翻几几十十页页，，

常常常常不不小小心心就就漏漏过过去去了了，，

而而不不认认识识的的难难字字还还是是无无法法直直接接输输

入入。。  
  
  
  
  

在在自自然然码码的的基基础础词词库库中中已已经经包包含含了了一一些些常常用用的的 GGBBKK 汉汉字字，，

因因此此即即便便没没有有 GGBBKK 扩扩充充词词库库也也能能输输入入一一些些特特殊殊汉汉字字。。  
  

用鼠标右键双击可删除
按住〖Shift〗然后将鼠标放到字词

之上就能看到频度和词库名称

删除词组：用鼠标右键“双击”待删字词 

通常默认时 GBK扩充字



打开这个项

目后，就能随

时用切形码

输入难字

七七、、不不认认识识汉汉字字输输入入  
首首先先要要进进入入““查查字字””状状态态或或选选中中〖〖GGBBKK 切切形形〗〗  
将将一一个个汉汉字字看看成成为为是是由由两两个个部部件件组组成成，，并并使使用用类类似似双双字字词词

的的方方式式来来输输入入。。  
  
  
如如：：““釒釒++甘甘””==““鉗鉗””  
  
  
  
  
  
  
  

临时查找不

认识的汉字

"金"和"甘"的拼音相

加，全拼为"jingan"

将鼠标放在这

个字上就可看

到汉字信息

  如如果果选选中中〖〖GGBBKK 切切形形〗〗，，则则输输入入时时

无无需需任任何何引引导导键键，，可可按按正正常常词词组组一一样样

输输入入，，GGBBKK 切切形形字字会会排排在在普普通通字字词词之之

后后。。  
  

如如：：““傦傦””==““亻亻++骨骨””  
按按【【TTaabb】】键键可可将将

““GGBBKK 汉汉字字””提提到到前前

面面。。  
  
  
  
再再如如：：““遹遹””  ==  ““辶辶++矞矞””==  ““辶辶++口口””  （（““走走 zzbb++口口 kkbb””））  
如如果果  ““矞矞””不不认认识识，，可可取取 末末的的部部件件““口口””。。  
  
  

  
再再如如：：““衻衻””  ==  ““衤衤++一一””（（““衣衣 yyii++横横 hh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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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自自然然码码编编码码方方案案  
第第一一节节  自自然然双双拼拼编编码码规规则则  

        双双拼拼是是与与现现代代汉汉语语拼拼音音方方案案几几乎乎同同时时提提出出的的一一种种拉拉丁丁化化拼拼

音音文文字字方方案案，，双双拼拼方方案案的的编编码码不不像像全全拼拼那那样样有有长长有有短短，，而而一一律律

双双码码，，即即每每个个汉汉字字的的拼拼音音都都固固定定用用两两个个字字母母表表示示。。双双拼拼方方案案的的

双双码码形形式式比比较较简简短短，，符符合合韵韵律律，，可可以以快快速速输输入入。。因因此此，，双双拼拼越越

来来越越受受到到广广大大用用户户的的青青睐睐。。  
  ““自自然然码码输输入入系系统统””中中包包含含了了很很多多种种常常用用编编码码方方案案的的输输入入

法法，，““自自然然双双拼拼方方案案””是是其其中中 简简便便快快捷捷的的压压缩缩拼拼音音，，是是在在

CCCCDDOOSS 压压缩缩拼拼音音的的基基础础上上补补充充设设计计而而成成的的，，将将声声母母““zzhh””““cchh””
““sshh””分分别别定定义义在在““VV””““II””““UU””键键上上，，然然后后将将多多个个拼拼音音字字母母

组组成成的的韵韵母母压压缩缩在在一一个个键键上上，，使使得得每每个个汉汉字字的的拼拼音音都都简简化化成成了了

两两个个字字母母。。  
  自自然然双双拼拼比比其其他他双双拼拼设设计计更更加加合合理理，，并并能能与与标标准准全全拼拼和和简简

拼拼 大大程程度度兼兼容容，，是是目目前前应应用用 多多的的双双拼拼。。包包括括微微软软双双拼拼在在内内，，

都都是是以以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为为基基础础的的。。  
  

自然码双拼键位图 
  
  
  
  
  
  

 

这些韵母的发音与

英文字母一样 

这些韵母的发音与

英文字母相近 
电力的瓦

W 
像试管的

U 
像尺子的

I 

弯着腰的

C 
像树枝的

V 
中间的一排+Y与

UCDOS简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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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码声韵键位助记歌 

ZZeeii    YYiinngg    QQiiuu    NNiinn    FFeenn    IIii    WW..uuaa..iiaa    EEee  ,,  
  贼贼      应应        求求      您您      分分    吃吃    蛙蛙  鸭鸭      鹅鹅，，  
TT..  üüee    SSoonngg    UUuu    LLaaii    VVuuii    RRuuaann    MMiiaann    XXiiee  

    特特约约      松松            鼠鼠      来来      追追      软软      棉棉     鞋鞋  ，，  
  CC..iiaaoo  ((YY))  HHaanngg  PP..uunn..  üünn  ,,  GGeenngg  KKaaoo  BB..oouu  JJ..aann  DD..uuaanngg..iiaanngg  ..  

    此此要要  ((外外))  行行      破破文文韵韵，，更更    靠靠    笔笔偶偶  结结案案  得得  汪汪  洋洋  。。  

  助助记记歌歌中中汉汉字字的的读读音音表表示示了了自自然然码码韵韵母母所所在在的的压压缩缩键键位位。。  
  

  一一、、声声韵韵同同字字母母  
  如如：：““贼贼””（（ZZeeii）），，表表示示韵韵母母““eeii””被被压压缩缩在在了了【【ZZ】】键键上上；；

再再如如““松松””（（SSoonngg）），，表表示示韵韵母母““oonngg””压压缩缩在在【【SS】】键键上上。。  
  

  二二、、声声韵韵不不同同字字母母  
  如如：：““此此要要””（（CC..iiaaoo）），，其其中中““CC””的的读读音音是是““此此””，，““iiaaoo””
的的读读音音是是““邀邀””，，合合在在一一起起表表示示韵韵母母““iiaaoo””定定义义在在【【CC】】键键上上。。  
  汉汉字字    拼拼音音      表表示示的的键键位位  
  蛙蛙鸭鸭    WW..uuaa..iiaa    uuaa、、iiaa 压压缩缩在在【【WW】】键键上上  
  特特约约    TT..üüee      üüee 压压缩缩在在【【TT】】键键上上  
  此此要要    CC..iiaaoo    iiaaoo 压压缩缩在在【【CC】】键键上上  
  破破文文韵韵  PP..uunn..vvnn    uunn、、üünn 压压缩缩在在【【PP】】键键上上  
  笔笔偶偶    BB..oouu      oouu 压压缩缩在在【【BB】】键键上上  
  结结案案    JJ..aann      aann 压压缩缩在在【【JJ】】键键上上  
  得得汪汪洋洋  DD..uuaanngg..iiaanngg  uuaanngg、、iiaanngg 压压缩缩在在【【DD】】键键上上  
  

  三三、、单单韵韵音音特特殊殊情情况况  
  在在自自然然码码新新版版中中既既可可使使用用““ee””作作为为零零声声母母（（其其他他双双拼拼一一般般

是是““oo””）），，也也可可以以按按一一字字两两键键的的双双拼拼特特点点特特殊殊处处理理：：  
  ①①汉汉语语拼拼音音只只有有一一个个字字母母的的““啊啊、、哦哦、、鹅鹅””，，  可可双双写写为为““aaaa、、
oooo、、eeee””，，或或用用零零声声母母方方式式““eeaa、、eeoo、、e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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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②单单韵韵母母两两个个字字符符的的拼拼音音汉汉字字““安安、、爱爱、、澳澳、、恩恩、、呒呒、、诶诶、、

而而、、欧欧””，，既既可可以以用用与与汉汉语语拼拼音音一一致致的的““aann、、aaii、、aaoo、、eenn、、eemm、、

eeii、、eerr  oouu””（（无无零零声声母母，，直直接接用用拼拼音音的的两两个个字字母母）），，也也可可以以用用““eejj、、
eell、、eekk、、eeff、、eemm、、eezz、、eerr、、eeoo””（（““ee””为为零零声声母母））。。  
  ③③单单韵韵母母三三个个字字符符的的拼拼音音汉汉字字““昂昂((aanngg))、、（（eenngg））””，，其其双双

拼拼编编码码为为拼拼音音的的第第一一个个字字母母加加上上该该韵韵母母压压缩缩的的键键位位，，昂昂((aanngg))压压
缩缩为为““aahh””或或用用零零声声母母方方式式  ““eehh””；；““eenngg””对对应应为为““eegg””。。  
  ④④特特殊殊拼拼音音““嗯嗯((nngg))””，，其其双双拼拼为为““aagg””。。  
  

  四四、、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编编码码实实例例  
  简简单单地地说说，，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就就是是汉汉语语拼拼音音的的压压缩缩编编码码，，无无论论汉汉

语语拼拼音音的的字字母母是是多多少少个个，，对对应应的的双双拼拼都都是是两两个个：：  
  
  
  
  
  
  
  
  
  
  
  
  
  
  
  
  
  

ke 

aa 

双双拼拼  

hk 

bh 

id 

xn 

vs 

udpn 

不变 

或或 eeaa  

h=h 

b=b 

i=ch 

x=x 

v=zh 

k=ao  

h=ang 

d=uang 

n=in 

s=ong 

科科  

啊啊  

汉汉字字  

好好  

棒棒  

创创  

新新  

中中  

双双拼拼  

ke 

a 

全全拼拼  

hao 

bang 

chuang 

xin 

zhong 

shuangp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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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节节  辅辅助助码码编编码码规规则则  
  一一、、基基本本原原理理  

  在在汉汉语语中中，，有有很很多多同同音音字字。。如如““ttiiaann””这这个个发发音音，，就就有有““天天、、

田田、、添添、、填填、、甜甜、、恬恬、、舔舔、、掭掭、、腆腆…………””等等，，在在普普通通拼拼音音或或双双

拼拼输输入入法法中中，，输输入入其其中中的的一一个个字字需需要要选选择择，，有有时时还还要要翻翻页页，，是是

比比较较麻麻烦烦的的。。自自然然码码为为了了解解决决这这个个问问题题采采用用了了辅辅助助码码，，引引入入汉汉

字字的的偏偏旁旁部部首首发发音音的的声声母母作作为为音音码码的的补补充充部部分分，，较较好好地地解解决决了了

音音码码方方案案中中的的重重码码问问题题。。  
  自自然然码码在在 66..00BB 以以后后的的版版本本中中 始始采采用用了了新新的的辅辅助助码码，，新新方方

案案遵遵照照国国家家语语委委和和国国家家新新闻闻出出版版署署联联合合公公 的的《《信信息息处处理理用用

GGBB1133000000..11 字字符符集集汉汉字字部部件件规规范范》》（（11999977 年年））改改进进而而来来。。新新方方

案案在在原原来来的的辅辅助助形形码码基基础础上上进进行行了了优优化化，，比比旧旧方方案案更更加加简简单单，，

二二义义性性也也更更少少，，而而增增加加的的重重码码并并不不太太多多。。新新的的辅辅助助形形码码方方案案采采

用用了了 直直观观的的切切分分方方法法““切切形形””，，按按汉汉字字““形形声声字字””和和““会会意意

字字””的的组组字字原原则则，，将将汉汉字字全全部部视视为为由由两两个个部部件件（（半半边边字字））组组成成，，

然然后后分分别别用用这这两两个个字字的的双双拼拼声声母母作作编编码码。。对对于于不不可可拆拆分分的的独独体体

字字，，拆拆分分按按照照书书写写的的顺顺序序取取笔笔画画的的读读音音。。  
  拼拼音音加加辅辅助助形形码码功功能能可可用用于于全全拼拼、、双双拼拼、、声声形形等等所所有有拼拼音音

类类编编码码方方案案：：  
  
  

  
  
  
  
  
  
  
  

自自然然双双拼拼==  bbmm  标标准准全全拼拼==  bbiiaann  四四通通双双拼拼==  bbjj  

编编  ＝＝  bbmm++纟纟++扁扁  ＝＝  bbmmssbb  

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时时  标标准准全全拼拼时时  四四通通双双拼拼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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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自然然码码的的辅辅助助形形码码非非常常简简单单，，只只取取两两个个部部分分（（““部部首首””和和

““部部件件””）），，一一般般作作为为辅辅助助编编码码时时只只需需输输入入发发音音的的声声母母（（只只有有

用用““GGBBKK 切切形形””查查难难字字时时才才会会用用到到发发音音的的韵韵母母）），，因因此此一一般般不不

需需要要记记忆忆。。  
  

  二二、、部部件件拆拆分分原原理理  
  多多数数汉汉字字都都比比较较容容易易分分成成两两部部分分，，但但也也有有个个别别的的比比较较复复杂杂，，

不不能能简简单单拆拆分分。。  
  11．．象象形形字字（（独独体体字字））  

  一一般般是是部部首首汉汉字字，，如如：：““金金、、木木、、水水、、火火、、土土、、辶辶、、皿皿、、

马马、、皮皮、、日日、、月月、、目目、、衣衣、、耳耳””等等。。独独体体字字全全部部看看成成部部首首，，不不

能能进进一一步步再再拆拆分分出出部部件件，，只只能能由由笔笔画画构构成成（（《《规规范范》》要要求求））。。  
  自自然然码码的的笔笔画画码码只只有有三三种种：：  
  ①①以以横横竖竖起起笔笔全全部部在在 aa 键键上上：：““一一丨丨亅亅レレ乛乛フフㄥㄥ””  
  ②②以以点点起起笔笔的的在在 dd 键键上上：：““丶丶冫冫氵氵””  
  ③③以以撇撇起起笔笔的的在在 pp 键键上上：：““丿丿彡彡””  
  
  
  

  22．．形形声声字字  
  有有明明显显部部首首（（义义部部））的的汉汉字字，，如如：：““极极、、版版、、码码、、程程、、想想、、

福福、、袋袋、、鳌鳌、、游游、、洪洪、、递递””等等。。这这类类汉汉字字所所占占的的比比例例 高高，，这这

些些汉汉字字很很容容易易分分成成部部首首和和部部件件两两部部分分，，编编码码就就是是部部首首的的声声母母。。  
  需需要要注注意意的的是是，，自自然然码码的的部部首首基基本本是是以以新新华华字字典典的的部部首首为为

标标准准，，并并非非““从从上上到到下下，，从从左左到到右右””，，比比如如““架架””的的部部首首是是““木木””，，

““郸郸””的的部部首首是是““阝阝””。。  
  
  

  33．．会会意意字字和和转转意意字字  
  一一般般有有两两个个明明显显部部首首的的汉汉字字，，如如：：““思思、、杏杏、、岙岙、、岛岛””等等。。

这这类类汉汉字字所所占占的的比比例例也也较较高高，，也也很很容容易易分分成成两两个个部部分分。。因因为为两两

个个部部分分都都可可以以被被看看作作部部首首，，所所以以其其先先后后顺顺序序可可以以模模糊糊。。  

金金＝＝ノノ＋＋一一  水水＝＝フフ＋＋丶丶  马马＝＝フフ＋＋一一  禺禺＝＝丨丨＋＋丶丶  

组组＝＝纟纟＋＋且且  读读＝＝讠讠＋＋卖卖  袋袋＝＝衣衣＋＋代代  递递＝＝辶辶＋＋弟弟  

思思＝＝田田＋＋心心＝＝心心＋＋田田      岛岛＝＝鸟鸟＋＋山山＝＝山山＋＋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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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非非整整体体合合成成字字  
  含含有有不不认认识识或或不不是是整整体体字字部部件件的的汉汉字字，，如如““录录、、芈芈、、暨暨、、

释释、、稽稽、、躅躅、、摭摭、、谧谧、、荔荔””等等。。这这类类字字的的部部首首或或部部件件可可以以用用首首

笔笔画画（（尾尾部部用用末末笔笔画画））或或能能认认识识的的汉汉字字代代替替。。  
  
  
  
  

  55．．部部首首隐隐蔽蔽的的字字  
  有有些些形形声声字字的的部部首首不不在在明明显显部部位位，，如如““荧荧、、萤萤、、鹰鹰、、磨磨、、

裁裁、、载载、、鸿鸿、、视视、、颖颖、、颍颍、、武武、、爨爨””等等，，这这些些汉汉字字既既可可以以按按深深

层层理理解解拆拆分分，，可可以以按按照照简简单单明明显显的的方方法法进进行行拆拆分分。。  
  
  
  

  三三、、需需特特殊殊记记忆忆的的部部件件  
  为为避避免免重重码码过过多多，，其其中中一一些些有有发发音音的的部部件件（（如如““日日月月目目””

等等））用用了了特特殊殊编编码码（（也也可可用用普普通通发发音音编编码码，，但但位位置置会会靠靠后后））。。  
  
  
  
  
  
  
  
  
  

录录＝＝フフ＋＋水水＝＝水水＋＋一一    释释＝＝ノノ＋＋     暨暨＝＝旦旦＋＋既既  

稽稽＝＝禾禾＋＋旨旨  躅躅＝＝足足＋＋虫虫  摭摭＝＝扌扌＋＋灬灬  谧谧＝＝讠讠＋＋皿皿  

鹰鹰＝＝广广＋＋鸟鸟  武武＝＝止止＋＋弋弋＝＝弋弋＋＋止止  颖颖＝＝页页＋＋禾禾＝＝禾禾＋＋页页  

艮艮、、肀肀、、耒耒、、爿爿、、豕豕、、髟髟、、隹隹  
リリ、、、、尢尢、、丌丌、、弋弋、、厶厶、、ㄨㄨ  

聿y 

刀的变体d 

根g 垒l 判p 
适u

长i

锥v

勿w或叉x

私s
亿y 由y

难识的部件 

齐q艹的变体c 

日日、、曰曰、、月月、、目目、、扌扌、、彳彳  
一一、、丨丨、、亅亅、、乛乛、、亠亠、、灬灬  

圆的o 扶手f
行人x

横竖折都是a 火的变体h文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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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辅辅助助码码编编码码表表  
  一一、、基基础础辅辅助助形形码码  
注注：：下下表表中中部部件件后后边边的的是是辅辅助助形形码码的的韵韵母母，，在在普普通通输输入入时时

不不会会用用到到，，只只有有用用““切切形形””输输不不认认识识的的汉汉字字时时才才会会用用到到。。  
aa  一一 hh  丨丨 uu  亅亅 uu  レレ vv  乛乛 vv  フフ vv  ㄥㄥ vv    
bb  八八 aa  丷丷 aa  卜卜 uu  冖冖 kk  宀宀 kk    kk  匕匕  ii  比比  ii  白白 ll  贝贝 zz  疒疒 yy  鼻鼻 ii  
cc  艹艹 kk  卄卄 kk  廾廾 kk   kk  廿廿 kk 屮屮 kk  卝卝 kk  寸寸 pp  
dd  丶丶 mm  冫冫 mm  氵氵 mm  刀刀 kk 刂刂 kk  リリ kk ㄍㄍ kk  ⺈⺈ kk  丁丁 yy  歹歹 ll 癶癶 gg  
ee  二二 rr  儿儿 rr  阝阝 rr  耳耳 rr  卩卩 rr   ee  
ff  扌扌 uu  丰丰 gg  反反 jj  方方 hh  风风 gg  父父 uu  缶缶 bb  巿巿 uu    
gg  乚乚 bb   bb  ㄅㄅ bb  ㄋㄋ bb  勹勹 bb  弓弓 ss  工工 ss  广广 dd  艮艮 ff  戈戈 ee  瓜瓜 ww  谷谷 uu  
  革革 ee  骨骨 uu  鬼鬼 vv  夬夬 yy  罓罓 hh  
hh  灬灬 oo  火火 oo  禾禾 ee  户户 uu  虍虍 uu  黑黑 zz  乊乊 oo  厷厷 ss  
ii  厂厂 hh  川川 rr  巛巛 rr  亍亍 uu  车车 ee  虫虫 ss  臣臣 ff  辰辰 ff  赤赤 ii  齿齿 ii  髟髟 hh  豖豖 uu  
jj  几几 qq  九九 qq  己己 ii  巾巾 nn  斤斤 nn  钅钅 nn  金金 nn  见见 mm  臼臼 qq   rr  角角 cc  
kk  ココ dd  凵凵 dd  匚匚 dd  冂冂 dd  口口 bb  囗囗 bb  丂丂 kk  
ll  力力 ii  六六 qq  立立 ii  龙龙 ss  耒耒 zz  卤卤 uu  鹿鹿 uu  
mm  木木 uu  门门 ff  毛毛 kk  马马 aa  米米 ii  矛矛 kk  母母 uu  皿皿 nn  尨尨 hh  麻麻 aa 丏丏 mm  
nn  女女 vv  牛牛 qq  牜牜 qq  ⺧⺧ qq  鸟鸟 cc  
oo  日日 rr  曰曰 yy  月月 yy  目目 mm  
pp  ノノ xx  彡彡 xx  片片 mm  皮皮 ii  疋疋 ii  ⺪⺪ ii 攴攴 uu  
qq  七七 ii  犭犭 rr  犬犬 rr  丌丌 ii  欠欠 mm  气气 ii  且且 xx  
rr  亻亻 ff  人人 ff  入入 uu  肉肉 bb  
ss  三三 jj 罒罒 ii 巳巳 ii 纟纟 ii  糹糹 ii 糸糸 ii 厶厶 ii  ii  
tt  土土 uu  田田 mm  
uu  水水 vv  手手 bb   bb  食食 ii  飠飠 ii 饣饣 ii  示示 ii  礻礻 ii  山山 jj  石石 ii  尸尸 ii  
  十十 ii  士士 ii  矢矢 ii  殳殳 uu  舌舌 ee  身身 ff  豕豕 ii  鼠鼠 uu  
vv  隹隹 vv  ⺮⺮ uu  爫爫 ww  爪爪 ww  豸豸 ii  止止 ii  至至 ii  舟舟 bb  
ww  文文 ff  亠亠 ff  攵攵 ff  夂夂 ff  夊夊 ff  ㄨㄨ uu  王王 hh  韦韦 zz  瓦瓦 aa  
xx  彳彳 yy  小小 cc   cc  心心 nn  忄忄 nn   nn  血血 tt 彐彐 tt  夕夕 ii  习习 ii  西西 ii  辛辛 nn    
yy  乙乙 ii  又又 bb  已已 ii  讠讠 jj  言言 jj  幺幺 kk  尤尤 bb  尢尢 bb  冘冘 bb  衣衣 ii  衤衤 ii 羊羊 hh  
  牙牙 aa  业业 ee  由由 bb  用用 ss  页页 ee  酉酉 bb  鱼鱼 vv  雨雨 vv  羽羽 vv  聿聿 vv  乑乑 nn  乂乂 ii  
zz  辶辶 bb  廴廴 bb  子子 ii  自自 ii  走走 bb  足足 uu  ⻊⻊ uu  卆卆 uu  

②“一丨ㄥノ日月”等

也可用“横竖折撇日月”

标准音，但位置会比较

偏后

①一般都是部首或部件

双拼声母，不要强记



  -- 2233 --

二二、、扩扩充充辅辅助助形形码码  
  这这些些部部件件都都是是特特殊殊汉汉字字中中使使用用的的，，为为了了遵遵循循““规规范范””中中““相相

连连部部件件不不拆拆分分原原则则””而而产产生生的的，，只只有有在在很很少少的的汉汉字字中中用用到到，，普普

通通用用户户不不必必记记忆忆和和研研究究，，遇遇到到时时直直接接看看屏屏选选择择即即可可。。  
注注：：下下表表中中编编码码前前两两位位是是部部件件的的双双拼拼，，后后两两位位是是拆拆分分后后的的

第第一一笔笔和和 后后一一笔笔的的双双拼拼编编码码。。  
　　  　　　　  aavvaaaa  　　  丶丶丶丶  ddmmdddd  　　  ノノ丨丨  ddkkppaa  　　  丶丶ノノ  ddkkddpp  
　　  丨丨ノノ  ddkkaapp  　　  レレ丶丶  yyiiaadd  　　  ノノノノ  ppxxpppp  　　  フフ丶丶  yybbaadd  
　　  ㄥㄥノノ  ffaaaapp  　　  丶丶ノノ  ddmmddpp  　　  丶丶一一  qqmmddaa  　　  一一丨丨  ffggaaaa  
　　  　　一一  wwzzaaaa  　　  一一ノノ  ggeeaapp  　　  ノノ丶丶  vvuuppdd  　　  丶丶丶丶  bbkkdddd  
　　  宀宀八八  bbkkbbbb  　　  ノノ丶丶  ppxxppdd  　　  ノノノノ  mmkkpppp  　　  ㄥㄥㄥㄥ  yykkaaaa  
　　  丶丶ノノ  nnssddpp  　　  ㄥㄥノノ  cckkaapp  　　  一一丶丶  vviiaadd  　　  ノノ一一  yynnppaa  
  一一一一  aahhaaaa  　　  ノノノノ  xxccpppp  　　  丶丶丨丨  yyhhddaa  　　  丶丶丨丨  yyhhddaa  
　　  ノノ丶丶  ddaappdd  　　  丨丨一一  ggkkaaaa  　　  ノノ一一  jjqqppaa  　　  丨丨一一  oorraaaa  
　　  ノノ一一  ddrrppaa  　　  ノノ  llddggpp  　　  ㄋㄋノノ  yyiiggpp  　　  丨丨丶丶  lliiaadd  
　　  ノノ丶丶  yyiippdd  　　  ノノ丶丶  ppllppdd  　　  　　丶丶  ggffaadd  　　  ノノ丶丶  yyiippdd  
　　  ㄥㄥ丶丶  yyiiaadd  　　  　　一一  iiffaaaa  　　  ノノ丶丶  uuiippdd  　　  一一丨丨  aahhaaaa  
　　  丨丨乛乛  gguuaaaa  　　  丨丨丨丨  cceeaaaa  　　  一一丨丨  qqiiaaaa  　　  丨丨一一  ddmmaaaa  
　　  丨丨一一  qqxxaaaa  　　  丶丶一一  vvuuddaa  　　  　　丶丶  ggggaadd  　　  　　ノノ  mmzzaapp  
　　  一一一一  iiffaaaa  　　  匚匚丨丨  iiffkkaa  　　  ノノ一一  vvvvppaa  　　  一一一一  cckkaaaa  
　　  一一丶丶  hhvvaadd  　　  丨丨一一  jjnnaaaa  　　  丨丨丨丨  ddjjaaaa  　　  一一丶丶  hhjjaadd  
　　  廿廿夫夫  hhjjccff  　　  一一丶丶  jjmmaadd  　　  ノノ丨丨  jjqqppaa  　　  丨丨乚乚  uuuuaagg  
　　  丨丨乚乚  mmmmaagg  　　  丶丶一一  lluuddaa  　　  ㄥㄥ　　  ddyyaaaa  　　  ノノノノ  zziipppp  
　　  　　丶丶  jjmmaadd  　　  丶丶丶丶  bbiidddd  　　  ノノノノ  xxiipppp  　　  戈戈丂丂  xxiiggkk  
　　  丨丨一一  ggrraaaa  　　  丨丨丶丶  vviiaadd  　　  丨丨乚乚  ddmmaagg  　　  ノノ乚乚  iirrppgg  
　　  ㄥㄥㄥㄥ  ddkkaaaa  　　  ノノノノ  ddkkpppp  　　  ノノ丶丶  nnccppdd  　　  丶丶丶丶  ddmmdddd  
　　  ノノ  vviippgg  　　  ノノ一一  xxxxppaa  　　  丨丨一一  vvssaaaa  　　  ノノ丶丶  ooyyppdd  
　　  ノノ丶丶  llqqppdd  　　  ノノ  uuffppgg  　　  丨丨一一  jjwwaaaa  　　  ノノ丶丶  wwffppdd  
　　  夂夂丶丶  wwffwwdd  　　  一一一一  jjddaaaa  　　  丨丨一一  jjddaaaa  　　  　　一一  aavvaaaa  
　　  　　一一  aavvaaaa  　　  冂冂二二  oommkkee  　　  一一一一  aahhaaaa  　　  　　丨丨  jjtt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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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自自然然码码全全编编码码示示例例  
注注：：其其中中编编码码的的前前两两位位是是读读音音的的双双拼拼，，后后两两位位是是对对应应拆拆分分

出出来来的的部部首首和和部部件件声声母母（（输输入入中中通通常常用用前前 22、、33 个个就就够够了了））：：  
啊啊  口口阿阿  aaaakkaa  阿阿  阝阝可可  aaaaeekk  阿阿  阝阝可可  eeeeeekk  埃埃  土土矣矣  aaiittyy  
埃埃  土土矢矢  aaiittuu  挨挨  扌扌矣矣  aaiiffyy  挨挨  扌扌矢矢  aaiiffuu  哎哎  口口艾艾  aaiikkaa  
唉唉  口口矣矣  aaiikkyy  唉唉  口口矢矢  aaiikkuu  哀哀  衣衣口口  aaiiyykk  哀哀  亠亠　　  aaiiwwyy  
皑皑  白白岂岂  aaiibbqq  皑皑  白白己己  aaiibbjj  癌癌  疒疒山山  aaiibbuu  蔼蔼  艹艹谒谒  aaiiccyy  
蔼蔼  艹艹曷曷  aaiicchh  矮矮  矢矢委委  aaiiuuww  艾艾  艹艹ㄨㄨ  aaiiccxx  碍碍  石石寸寸  aaiiuucc  
爱爱  爫爫友友 aaiivvyy  隘隘  阝阝益益  aaiieeyy  鞍鞍  革革安安  aannggaa  氨氨  气气安安  aannqqaa  
安安  宀宀女女  aannbbnn  俺俺  亻亻电电  aannrrdd  俺俺  亻亻奄奄  aannrryy  按按  扌扌安安  aannffaa  
暗暗  日日音音  aannooyy  岸岸  山山干干  aannuugg  胺胺  月月安安  aannooaa  案案  木木安安  aannmmaa  
案案  宀宀木木  aannbbmm  肮肮  月月亢亢  aahhookk  昂昂  日日卩卩  aahhooee  盎盎  皿皿央央  aahhmmyy  
凹凹  丨丨一一  aaooaaaa  熬熬  灬灬攵攵  aaoohhww  熬熬  灬灬敖敖  aaoohhaa  鱟鱟魚魚冖冖  hhbbyybb  
鱠鱠  魚魚會會  kkyyyyhh  鱡鱡  魚魚賊賊  zzzzyyzz  鱢鱢  魚魚喿喿  sskkyyzz  鱣鱣  魚魚旦旦  uujjyydd  
鱣鱣  魚魚亶亶  uujjyydd  鱣鱣  魚魚旦旦  vvjjyydd  鱣鱣  魚魚亶亶  vvjjyydd  鱤鱤  魚魚感感  ggjjyygg  
鱥鱥  魚魚歲歲  ggvvyyss  鱦鱦  魚魚黽黽  yyyyyymm  鱧鱧  魚魚豊豊  lliiyyff  鱨鱨  魚魚嘗嘗  iihhyyii  
鱩鱩  魚魚雷雷  llzzyyll  鱪鱪  魚魚署署  uuuuyyuu  鱫鱫  魚魚愛愛  aaiiyyaa  鱬鱬  魚魚需需  rruuyyxx  
鱭鱭  魚魚齊齊  jjiiyyqq  鱮鱮  魚魚與與  xxvvyyyy  鱮鱮  魚魚與與  yyvvyyyy  鱯鱯  魚魚又又  hhuuyyyy  
鱯鱯  魚魚蒦蒦  hhuuyyhh  鱰鱰  魚魚署署  uuuuyyuu  鱱鱱  魚魚萬萬  lliiyyww  鱵鱵  魚魚咸咸  vvffyyxx  
鱶鱶  魚魚養養  xxddyyyy  鱷鱷  魚魚噩噩  eeeeyyee  鱸鱸  魚魚盧盧  lluuyyll  鱹鱹  魚魚隹隹  ggrryyvv  
鱹鱹  魚魚雚雚  ggrryygg  鱺鱺  魚魚麗麗  lliiyyll  鱻鱻  魚魚魚魚  xxmmyyyy  䝼䝼  貝貝青青  qqyybbqq  
䞍䞍  贝贝青青  qqyybbqq  ⻊⻊  丨丨一一  zzuuaaaa  ⻊⻊  口口止止  zzuukkvv  䥇䥇  钅钅扇扇  uujjjjuu  
䥺䥺  钅钅牙牙  yyaajjyy  䥽䥽  钅钅发发  bboojjff  䦂䦂  钅钅扇扇  uujjjjuu  䦃䦃  钅钅著著  vvuujjvv  
䦅䦅  钅钅善善  uujjjjuu  䦆䦆  钅钅又又  jjttjjyy  䦆䦆  钅钅矍矍  jjttjjjj  䦟䦟  門門坐坐  zzoommzz  
䦛䦛  門門争争  vvggmmvv    门门坐坐  zzoommzz    门门争争  vvggmmvv    火火冖冖  yyyyhhbb  
  攵攵鱼鱼  hhuuwwyy  䲟䲟  鱼鱼印印  yyvvyyyy  䲭䲭  鱼鱼春春  iippyyii    鱼鱼酋酋  qqqqyyqq  
䱷䱷  攵攵魚魚  hhuuwwyy    月月鱼鱼  ttggooyy    月月鲞鲞  ttggooxx  䴓䴓  鸟鸟   zzaannbb  
䴔䴔  鸟鸟交交  jjccnnjj  䴕䴕  鸟鸟列列  llxxnnll  䴖䴖  鸟鸟青青  qqyynnqq  䴗䴗  鸟鸟犬犬  jjvvnnqq  
䴗䴗  鸟鸟狊狊  jjvvnnjj  䴘䴘  鸟鸟虎虎  ttiinnhh  䴘䴘  鸟鸟虒虒  ttiinnss  䴙䴙  鸟鸟辛辛  ppiinnxx  
䴙䴙  鸟鸟辟辟  ppiinnbb  䶮䶮  龙龙天天  llsslltt    糹糹糹糹  llmmssss    言言糹糹  llmmyy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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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基基础础操操作作  
第第一一节节  输输入入状状态态  

  一一、、切切换换输输入入法法  
  11．．输输入入法法激激活活键键（（第第一一次次打打开开输输入入法法））  

  【【CCttrrll++SShhiifftt】】、、【【AAlltt++SShhiifftt】】这这两两组组键键是是系系统统默默认认的的输输入入

法法激激活活键键。。其其中中【【CCttrrll++空空格格】】也也用用来来打打 和和关关闭闭 后后一一次次使使用用

的的输输入入法法。。如如果果是是 机机后后第第一一次次使使用用，，将将打打 处处在在菜菜单单中中第第一一

项项上上的的输输入入法法。。  
  注注意意：：WWIINN22000000//XXPP  中中如如果果有有多多种种语语言言，，则则【【AAlltt++SShhiifftt】】
是是语语言言切切换换，，而而【【CCttrrll++SShhiifftt】】才才是是输输入入法法切切换换。。  

  22．．使使用用中中的的中中英英文文切切换换键键  
  推推荐荐使使用用【【CCttrrll++CCaappssLLoocckk】】和和【【CCttrrll++空空格格】】。。如如果果要要设设置置

为为的的其其他他热热键键，，请请在在〖〖高高级级设设置置〗〗〖〖其其他他〗〗修修改改。。  
  

  二二、、临临时时输输入入英英文文  
  11．．【【右右 SShhiifftt】】临临时时中中//英英切切换换（（带带 SS 标标志志））  

  【【右右 SShhiifftt】】英英文文状状态态可可以以将将大大小小写写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数数字字和和符符号号

送送入入编编码码中中，，对对于于中中英英混混合合输输入入非非常常有有用用。。  
  
  
  

  这这种种英英文文状状态态是是临临时时性性的的，，可可以以被被很很多多种种方方式式解解除除。。只只要要

按按【【空空格格】】、、【【左左//右右 SShhiifftt】】、、【【CCaappssLLoocckk】】、、【【左左//右右 CCttrrll】】，，

或或者者进进行行窗窗口口切切换换、、输输入入法法切切换换、、内内容容送送出出等等操操作作都都会会将将其其恢恢

复复为为正正常常状状态态（（习习惯惯于于中中文文之之星星操操作作习习惯惯的的用用户户，，可可以以修修改改高高

级级设设置置，，将将此此 关关设设定定到到【【左左 CCttrrll】】））。。  
  22．．【【CCaappssLLoocckk】】（（大大写写状状态态，，带带 UU 标标志志））  

  在在这这种种状状态态下下会会输输出出大大写写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数数字字及及符符号号。。  
  33．．【【右右 CCttrrll】】中中//英英开开关关（（带带 CC 标标志志））  
新新版版本本中中仅仅设设置置为为默默认认输输入入语语言言时时用用，，通通常常不不可可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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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英文文直直送送方方式式。。特特征征是是““英英文文””的的右右上上方方带带有有 CC 标标志志，，解解

除除键键是是【【左左//右右 CCttrrll】】。。  相相当当于于关关闭闭输输入入法法。。  
  在在设设置置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为为默默认认输输入入语语言言后后，，打打 任任意意窗窗口口自自然然

码码都都会会自自动动激激活活，，【【右右 CCttrrll】】相相当当于于全全局局 关关。。  
  注注意意：：【【CCaappssLLoocckk】】和和【【右右 CCttrrll】】可可被被重重叠叠设设置置，，状状态态栏栏

样样式式为为：：                        ，，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下下要要分分别别按按【【CCaappssLLoocckk】】和和

【【右右 CCttrrll】】才才能能完完全全解解除除。。  
  44．．大大写写字字母母后后转转英英文文  

  用用【【SShhiifftt++字字母母】】输输入入了了大大写写字字母母之之后后，，状状态态会会自自动动转转变变为为

““英英文文””                          ，，以以便便于于输输入入：：““CCoommppuutteerr””这这样样的的英英

文文单单词词。。状状态态解解除除与与【【右右 SShhiifftt】】中中//英英切切换换相相同同，，也也可可以以直直接接按按

空空格格键键或或回回车车送送出出。。  
  

第第二二节节  基基本本设设置置  
一一、、基基础础菜菜单单  

  
  
  
  
  
  
  
  
  

  二二、、扩扩充充菜菜单单  
    
  
  
  
  
  
  

用鼠标“左键”点

击这个图标

从这里进入高级选项

中文标点默认开启 

后面是相应的快捷热键

用鼠标“右键”点

击这个图标

备份、恢复、查看、

整理个人字词库功能

专业版扩充工具和语音功能



  三三、、高高级级设设置置选选项项  
  包包含含：：典典型型方方案案、、提提示示行行样样式式、、编编码码方方案案、、操操作作习习惯惯、、提提

示示行行字字体体和和颜颜色色、、词词库库选选择择、、拼拼音音方方式式、、非非标标准准模模糊糊音音设设置置、、

语语音音提提示示、、智智能能规规则则、、编编码码规规则则、、输输出出规规则则、、显显示示规规则则、、其其他他

规规则则、、输输出出转转换换、、热热键键设设置置等等功功能能，，默默认认已已经经是是 佳佳方方式式，，一一

般般情情况况下下不不用用修修改改。。  
  
  
  
  
  
  

改变提示行字大小。

须用最佳外观， 
才可有平滑效果

灰色表示不可用，或

被相关项目禁止

初学者只需修改典型

方案和典型样式

用鼠标点其他栏目可

以修改更多内容

所有可见项目均能用

鼠标“右键”点击看

到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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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典典型型操操作作习习惯惯  
  初初学学用用户户 好好使使用用默默认认的的  ““自自然然整整句句””方方式式，，不不要要随随便便改改

动动默默认认设设置置。。  
  
  
  
  
  
  
  
  
  
  

一一、、整整句句连连续续输输入入  
  特特点点是是既既可可像像微微软软拼拼音音、、智智能能狂狂拼拼那那样样整整句句连连续续输输入入，，也也

可可加加偏偏旁旁单单独独输输入入或或修修改改字字词词，，还还可可像像智智能能 AABBCC 那那样样逐逐词词选选

择择，，是是一一种种结结合合了了多多种种输输入入法法特特点点的的 优优方方式式。。建建议议初初学学或或希希

望望轻轻松松输输入入的的用用户户使使用用（（不不是是追追求求 快快速速度度的的情情况况））。。  
  
  
  
编编码码：：uuiiyyiivvss【【空空格格】】jjxxhheelleeddoovvssuuuurruuffaatteeddmmddee【【空空格格】】zzvvjjwwffhhuuii  
  这这个个例例子子中中包包含含了了几几个个空空格格作作为为分分隔隔。。在在适适当当的的短短语语之之后后

加加入入空空格格就就会会非非常常有有效效避避 整整句句识识别别上上的的错错误误，，并并且且当当出出现现错错

误误时时也也可可以以按按【【’’】】直直接接定定位位到到 后后一一次次的的分分隔隔点点位位置置，，用用【【;;】】
便便于于快快速速选选择择重重码码字字词词。。  

使使用用整整句句模模式式的的 佳佳方方法法是是：：看看着着缓缓冲冲行行输输入入，，遇遇到到简简码码

或或一一个个意意思思结结束束，，按按空空格格分分隔隔；；如如果果按按键键错错误误，，用用退退格格键键【【←←】】

销销掉掉错错误误重重新新输输入入，，尽尽量量不不要要等等以以后后修修改改。。  
不不直直接接上上屏屏的的好好处处是是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整整个个语语句句会会被被系系统统自自动动分分

析析学学习习；；遇遇到到整整句句识识别别错错误误的的时时候候，，可可以以用用【【’’】】定定位位到到 接接近近

的的位位置置上上；；自自动动学学习习的的时时候候会会按按整整句句句句子子分分析析学学习习；；可可以以只只输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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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入声声母母直直接接重重复复送送出出前前面面曾曾经经输输入入过过的的一一整整句句。。  
  

二二、、自自然然双双拼拼语语句句输输入入习习惯惯  
  特特点点是是可可连连续续输输入入，，空空格格立立即即送送出出，，【【;;】】【【’’】】选选第第 22、、33
位位重重码码字字词词。。适适合合修修改改文文章章或或人人名名数数据据等等非非整整篇篇文文章章。。与与以以前前

自自然然码码版版本本的的使使用用习习惯惯相相同同，，【【回回车车】】直直接接送送出出编编码码。。  
  
  
  
  

三三、、微微软软拼拼音音整整句句连连续续输输入入习习惯惯  
  连连续续输输入入标标准准全全拼拼音音，，空空格格断断句句，，提提示示选选择择 后后的的字字词词（（〖〖句句

尾尾选选择择模模式式〗〗相相当当于于““微微软软拼拼音音新新体体验验””）），，空空格格后后可可以以直直接接

输输入入数数字字和和符符号号，，适适合合已已经经习习惯惯微微软软拼拼音音的的用用户户使使用用。。  
如如果果改改用用““微微软软双双拼拼””，，不不同同的的是是零零声声母母““oo””要要改改用用““ee””，，

““iinngg””要要改改用用““yy””（（原原微微软软双双拼拼““;;””））。。  
  
  
  

四四、、智智能能 AABBCC 全全拼拼输输入入习习惯惯（（无无典典型型设设置置选选项项））  
  设设置置：：【【自自然然语语句句】】++〖〖全全拼拼〗〗++〖〖单单提提示示行行〗〗  
    特特点点是是可可连连续续输输入入拼拼音音，，直直接接输输入入长长词词组组，，当当语语句句组组合合错错

误误时时，，必必须须从从头头逐逐字字逐逐词词选选择择自自动动添添加加为为词词组组，，自自动动记记忆忆，，适适

合合已已经经习习惯惯了了智智能能 AABBCC 的的用用户户使使用用。。  
  
  

编编码码：：jjiiaannrroonngg【【空空格格】】zznnaabbcc【【空空格格】】ddeexxiigguuaann  
  

五五、、超超级级字字词词方方式式输输入入习习惯惯  
  
  
  

  特特点点是是基基本本支支持持老老用用户户 44 码码一一组组的的习习惯惯，，同同时时又又能能直直接接输输

入入全全码码多多字字词词，，还还能能用用词词组组辅辅助助码码等等只只有有语语句句方方式式下下才才能能有有的的

后后面面的的提提示示不不同同  

后后面面的的选选项项是是句句首首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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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功能能。。这这个个习习惯惯是是由由自自然然码码爱爱好好者者老老用用户户 lleeyybbyyrr 提提出出的的，，是是一一

种种另另类类的的盲盲打打方方式式，，专专供供特特殊殊用用户户使使用用。。  
  

六六、、五五笔笔语语句句方方式式输输入入习习惯惯  
  可可用用五五笔笔字字型型的的前前两两码码连连续续输输入入，，类类似似双双拼拼语语句句输输入入，，是是

一一种种轻轻松松快快速速的的输输入入模模式式，，适适合合于于已已经经熟熟悉悉五五笔笔字字型型编编码码的的用用

户户使使用用，，并并能能极极大大的的提提高高输输入入效效率率。。  
此此方方式式需需要要安安装装““五五笔笔基基础础词词语语库库””后后才才能能使使用用。。外外挂挂扩扩

充充词词库库后后可可支支持持““GGBBKK 扩扩展展字字符符集集””汉汉字字  ，，还还有有““全全拼拼单单字字””、、

““全全拼拼词词组组””和和““常常用用英英文文单单词词””等等辅辅助助词词库库。。  
  
  
  

  在在五五笔笔下下能能直直接接输输入入全全拼拼，，可可在在五五笔笔编编码码遗遗忘忘时时使使用用：：  
  
  
  
  
  
  

  支支持持““GGBBKK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和和““常常用用英英文文单单词词””直直接接输输入入：：  
  
  
  
  
  
  

七七、、标标准准五五笔笔方方式式  
  完完全全兼兼容容早早期期的的标标准准五五笔笔，，使使用用与与 UUCCDDOOSS 中中完完全全一一致致的的

单单字字和和词词组组。。具具有有四四键键无无重重码码自自动动上上屏屏、、自自动动消消错错码码、、仅仅提提示示

一一个个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和和显显示示重重码码字字词词等等特特点点，，仅仅适适合合熟熟练练五五笔笔盲盲打打

用用户户使使用用。。  
  

超超过过 44 码码的的全全拼拼单单字字用用前前三三后后一一  

全全拼拼词词组组需需要要打打开开““全全拼拼简简码码词词语语库库””



第第四四节节  常常用用设设置置  
一一、、提提示示行行设设置置  
11．．单单、、双双提提示示行行  
单单提提示示行行只只适适合合以以前前

DDOOSS 版版用用户户和和““智智能能 AABBCC””

用用户户习习惯惯。。因因为为单单提提示示行行不不能能

修修改改也也不不能能自自动动学学习习，，所所以以不不

建建议议使使用用。。  

鼠标右键单击看帮助

用鼠标左键单击选择  
  
  
  
  
  
  
  
  
  
  
  
  

  22．．提提示示行行自自动动隐隐藏藏  
  只只有有正正在在输输入入的的时时  
候候才才能能看看见见提提示示行行，，不不  
输输入入的的时时候候总总是是隐隐藏藏的的，，避避免免对对屏屏幕幕的的遮遮挡挡。。  
  

  33．．状状态态栏栏位位置置  
  状状态态栏栏是是指指显显示示自自然然码码状状态态的的标标志志。。默默认认是是““跟跟随随窗窗口口””，，

即即状状态态栏栏出出现现在在当当前前软软件件的的右右上上角角，，靠靠近近                  的的地地方方。。  
  如如果果选选用用““固固定定””，，则则与与系系统统内内部部的的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类类似似，，固固

定定在在屏屏幕幕的的某某个个位位置置，，可可以以自自行行移移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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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任务务图图标标处处也也可可以以添添加加一一个个状状态态标标志志，，当当处处于于英英文文或或造造词词

状状态态时时会会有有一一个个图图标标出出现现（（正正常常情情况况是是隐隐藏藏的的）），，但但这这个个图图标标

可可能能会会影影响响窗窗口口 关关速速度度，，如如果果发发现现有有影影响响就就不不要要使使用用。。  
  跟跟随随““提提示示行行””是是以以前前 66..00xx 版版本本时时的的老老样样式式，，状状态态标标志志会会

出出现现在在提提示示行行的的左左边边，，总总是是多多占占一一些些提提示示行行空空间间，，自自动动隐隐藏藏时时

看看不不到到当当前前状状态态，，除除非非养养成成了了习习惯惯，，不不建建议议选选用用。。  
  
  
  

二二、、提提示示行行字字体体及及大大小小  
如如果果采采用用整整句句习习惯惯，，可可以以将将提提示示行行字字体体设设大大一一些些。。因因为为是是

看看着着缓缓冲冲行行输输入入，，一一定定要要舒舒服服才才好好。。  
若若当当前前屏屏幕幕分分辨辨率率设设置置是是 11228800**11002244 或或以以上上，，默默认认为为 1199 点点

是是比比较较好好看看的的。。当当分分辨辨率率较较低低时时，，初初始始默默认认的的字字号号就就会会相相应应小小

一一些些，，感感觉觉不不合合适适可可以以自自己己重重新新设设定定。。  
首首先先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点点击击〖〖基基础础菜菜单单〗〗，，按按后后进进入入〖〖高高级级选选项项〗〗

（（详详细细设设置置））  
  
  
  
  
  
  
  
  
  
  
  

  ““1122 点点””相相当当于于““小小四四””号号字字，，是是由由矢矢量量字字缩缩小小的的，，看看着着

不不舒舒服服。。只只有有““1199 点点””以以上上的的汉汉字字才才能能有有更更好好的的平平滑滑效效果果。。  
注注意意：：不不要要用用超超级级兔兔子子或或在在设设置置中中选选““ 佳佳性性能能””。。因因为为在在

佳佳性性能能下下，，关关掉掉了了““平平滑滑屏屏幕幕字字体体边边缘缘””。。  
““平平滑滑屏屏幕幕字字体体边边缘缘””在在〖〖控控制制面面板板〗〗〖〖系系统统〗〗〖〖高高级级〗〗

用鼠标左键单击

再用鼠标

左键单击



〖〖性性能能〗〗〖〖设设置置〗〗中中。。如如果果对对系系统统

不不熟熟就就直直接接选选““ 佳佳外外观观””。。    
  
  
  
  
  
  
  
  
  

字字宽宽为为““11”

是否好看受这

个选项的影响

”时时是是正正方方的的汉汉字字，，

显显得得很很大大，，不不是是很很好好看看。。一一般般用用““00””
自自动动选选择择出出合合适适的的宽宽度度，，或或者者选选用用 99 点点宽宽度度。。  
  
  
  
  
  
  
  
  
  
  
  
  
  
  
  
  
  
  提提示示行行底底色色和和字字的的颜颜色色也也可可以以调调节节。。目目前前提提供供了了 1100 种种方方案案

可可供供选选择择。。如如果果需需要要更更多多，，可可以以在在用用户户论论坛坛上上找找到到，，或或者者自自行行

修修改改底底色色图图形形文文件件。。动动态态切切换换热热键键：：【【AAlltt++SShhiiff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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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扩扩充充词词库库

11．．扩扩充充词词语语库库  
  

  

通通常常只只需需使使用用默默认认的的““基基础础

常常用用词词语语库库””就就够够了了，，其其他他的的都都

是是可可选选的的特特殊殊词词库库。。每每个个词词库库的的

具具体体内内容容和和使使用用简简介介可可以以用用鼠鼠

标标右右键键点点击击相相应应的的选选项项来来查查看看。。  
  
  
  
  

用鼠标右键点击可

以看到详细说明

  
  在在自自然然码码用用户户论论坛坛上上还还有有

很很多多自自然然码码爱爱好好者者自自己己制制作作的的

各各领领域域专专业业词词库库（（目目前前已已有有““财财

经经、、船船舶舶、、地地质质地地理理、、电电力力、、电电

信信、、电电子子、、法法律律、、纺纺织织、、广广播播、、航航海海、、航航空空、、化化学学、、环环境境、、机机

械械、、建建筑筑、、经经济济管管理理、、矿矿业业、、能能源源、、农农林林牧牧渔渔、、汽汽车车交交通通、、轻轻

工工业业、、商商品品、、生生物物、、石石油油、、数数学学、、水水力力、、物物理理、、消消防防、、心心理理、、

信信息息、、冶冶金金、、医医药药、、原原子子能能””等等）），，均均可可以以免免费费得得到到。。  
  
  
  
  
  
  
  
  
  
  

常用英中词库
扩充词库和特殊词库颜色不同

常用中英词库

中外人名大全

医学大全词语

地名地址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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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扩扩充充字字词词库库  
  字字词词库库是是单单字字和和编编码码不不超超过过

44 个个的的简简码码类类特特殊殊词词库库，，多多字字词词

需需用用简简码码输输入入。。  
  三三字字词词：：声声声声声声++【【’’】】  
  四四字字以以上上词词：：声声声声声声++末末声声  
  
  
  
  
  
  
  
  
  
  
  
  
  
  
  
  
  
  
  
  
  
  
  
  
  
  
  可利用“词中选字”功能只选

前面或后面的英文或数字

按住【Shift】并将鼠标放在词组

上能够看到所在词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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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拼拼音音选选择择  
11．．自自然然全全拼拼（（标标准准汉汉语语拼拼音音））  
采采用用标标准准汉汉语语拼拼音音作作为为输输入入的的

编编码码，，无无须须学学习习，，直直接接使使用用。。  
缺缺点点是是编编码码长长，，有有切切分分二二义义性性，，

输输入入速速度度相相对对慢慢，，且且轻轻松松程程度度较较双双

拼拼差差。。  
初初学学用用户户可可以以在在““典典型型方方案案””

中中直直接接设设定定““微微软软整整句句””（（见见前前节节））  
22．．自自然然双双拼拼  
是是一一种种压压缩缩的的拼拼音音，，声声母母和和韵韵母母均均用用一一个个字字母母表表示示，，简简单单、、

快快速速、、高高效效，，与与思思维维模模式式能能够够较较好好吻吻合合，，是是推推荐荐采采用用的的 优优编编

码码方方式式。。  
只只是是需需要要 22~~77 天天的的学学习习时时间间。。不不过过所所谓谓磨磨刀刀不不误误砍砍柴柴工工，，

花花几几天天学学习习换换来来一一辈辈子子的的效效率率，，节节约约的的时时间间就就是是学学习习时时间间的的上上

百百或或上上千千倍倍了了。。前前面面第第二二章章节节中中有有详详细细说说明明。。  
33．．四四通通双双拼拼及及中中文文之之星星双双拼拼  
以以前前的的四四通通打打字字机机和和 WWPPSS 环环境境中中使使用用的的方方案案，，是是一一种种基基于于

拼拼音音韵韵母母顺顺序序排排列列的的双双拼拼方方案案，，缺缺点点是是虽虽然然从从全全拼拼对对照照表表上上看看

起起来来直直观观，，但但是是安安排排的的合合理理性性较较差差，，特特别别是是占占用用了了分分号号键键作作为为

韵韵母母键键，，对对操操作作影影响响较较大大。。虽虽然然后后来来经经中中文文之之星星改改良良后后减减少少了了

分分号号的的占占用用，，但但是是 局局合合理理性性仍仍然然不不够够好好，，很很多多常常用用韵韵母母不不在在

容容易易按按到到的的地地方方，，如如果果是是初初学学双双拼拼用用户户 好好不不要要选选用用。。  
44．．自自然然混混拼拼  

  是是一一种种融融合合自自然然双双拼拼与与全全拼拼的的编编码码方方案案，，可可以以任任意意使使用用部部

分分压压缩缩的的韵韵母母来来取取代代全全拼拼韵韵母母。。初初学学用用户户可可以以用用于于学学习习阶阶段段，，

但但不不要要一一直直采采用用，，避避免免养养成成不不科科学学的的习习惯惯，，影影响响以以后后的的效效率率。。  
如如：：qquujjppiinnhheeuuddppnnkkeewwaannqquuaannhhuunnzzaaiiyyiiqq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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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自自然然双双拼拼与与微微软软双双拼拼的的差差异异  
  如如果果使使用用自自然然码码双双拼拼已已经经习习惯惯，，而而遇遇到到没没有有自自然然码码只只能能使使

用用微微软软拼拼音音的的情情况况，，可可以以改改变变微微软软拼拼音音的的双双拼拼键键位位，，需需要要调调整整

三三项项设设置置：：  
①①点点击击字字母母删删除除：：  
【【YY】】==【【üü】】；；  
【【;;】】==【【iinngg】】；；  
【【VV】】==【【üüee】】。。  
②②重重新新放放入入：：  
【【üü】】→→【【VV】】  ；；  
【【iinngg】】→→【【YY】】。。  
③③点点击击【【OO】】，，将将第第一一

声声母母中中的的““’’((零零声声母母))””
取取消消，，放放入入【【EE】】。。  
  

五五、、非非标标准准模模糊糊音音  
  11．．““居居区区需需淤淤””模模糊糊  
由由于于汉汉语语拼拼音音规规定定““üü””

遇遇““jjqqxxyy””时时省省略略两两点点，，因因

而而造造成成韵韵母母““淤淤””和和““污污””

同同用用一一个个““uu””来来表表示示的的矛矛

盾盾。。此此模模糊糊选选择择是是为为了了兼兼容容

全全拼拼习习惯惯和和双双拼拼发发音音习习惯惯

的的两两种种拼拼法法。。  
22．．““ee””作作““零零声声母母””  
类类似似““微微软软双双拼拼””采采用用““oo””或或““ee””作作双双拼拼的的零零声声母母，，用用

于于““aann、、eenngg、、oouu””这这样样的的只只有有韵韵母母音音的的声声母母。。当当然然，，由由于于汉汉语语

拼拼音音中中已已经经有有一一些些使使用用了了特特定定的的““声声母母””（（如如：：““yy、、ww””用用于于

““ii、、uu”” 头头的的音音））所所以以也也不不能能所所有有零零声声母母都都统统一一起起来来。。  
采采用用模模糊糊后后，，““aann””可可用用““eejj””表表示示，，““aaoo””也也可可用用““eekk””。。

但但是是零零声声母母不不支支持持多多字字词词简简码码声声母母。。  



  33．．第第四四码码声声调调方方式式  
单单字字的的第第四四码码不不是是用用第第二二形形

码码，，而而是是使使用用拼拼音音的的声声调调。。默默认认情情

况况，，声声调调码码是是用用【【,,】】【【..】】【【//】】【【;;】】
作作编编码码（（也也可可选选其其他他的的或或自自己己定定

义义））。。  
  单单字字使使用用声声调调码码主主要要是是应应用用在在使使用用单单字字量量较较大大的的场场合合，，可可

以以避避免免单单字字与与词词组组的的重重码码，，通通常常不不必必使使用用。。  
  
  
  

  44．．非非标标准准音音设设置置  
  对对于于很很多多人人来来说说，，可可能能普普通通

话话发发音音不不准准，，经经常常对对一一些些音音分分辨辨

不不清清，，模模糊糊音音将将有有助助于于输输入入。。  
  不不过过尽尽量量不不要要使使用用模模糊糊音音。。

因因为为这这样样会会大大大大降降低低整整句句输输入入的的

正正确确率率，，并并且且造造成成重重码码过过多多。。其其

实实很很多多口口音音不不准准的的用用户户经经过过一一定定

的的强强制制记记忆忆是是可可以以使使用用标标准准音音

的的，，尽尽管管口口音音仍仍然然不不能能改改变变。。  
  
  
  
  
  
  
  
  
  
  

移移动动到到要要修修改改的的汉汉字字上上，，直直接接输输入入

辅辅助助码码（（偏偏旁旁声声母母，，也也可可模模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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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临临时时模模糊糊音音

  
  

热热键键：：【【AAlltt++BBaacckkuupp】】（（AAlltt++退退格格键键））  
其其实实很很多多人人仅仅仅仅是是有有时时候候分分不不清清一一些些容容易易混混的的音音，，这这种种情情

况况下下其其实实并并没没有有必必要要一一直直 启启““模模糊糊音音””。。  
 设置方法： 

①①首首先先打打 模模糊糊音音 关关（（关关闭闭的的时时候候不不能能进进行行设设置置选选择择））；；  
②②设设置置容容易易发发生生模模糊糊的的拼拼音音对对；；  
③③关关掉掉模模糊糊音音 关关。。

使使用用中中当当发发现现当当发发现现自自己己输输入入错错误误后后，，只只要要按按一一下下临临时时转转

  
  
换换键键【【AAlltt++退退格格】】就就可可以以了了。。这这样样能能够够逐逐渐渐纠纠正正错错误误发发音音，，而而

不不会会养养成成依依赖赖模模糊糊音音习习惯惯，，同同时时还还

  
不不影影响响整整句句识识别别的的正正确确率率。。  

  
  
  
  
  
  
  

六

按按【【AAlltt++退退格格】】后后的的效效果果  

六、、输输出出规规则则  
  11．．回回车车直直接接送送出出编编码码  
〖〖扩扩充充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项项〗〗〖〖规规则则〗〗〖〖输输出出规规则则〗〗  

  类类似似““紫紫光光拼拼音音””、、““拼拼音音加加加加””的的设设置置，，回回车车时时不不是是送送

出出缓缓冲冲行行内内容容，，而而是是直直接接将将编编码码按按英英文文直直接接送送出出。。自自然然码码默默认认

的的编编码码送送出出键键是是【【SShhiifftt++回回车车】】或或【【`̀】】，，另另外外还还有有 EEmmaaiill、、网网址址、、

文文件件路路径径等等自自动动识识别别，，通通常常并并不不需需要要回回车车送送英英文文。。  

由由于于【【EEsscc】】位位置置离离的的远远，，有有些些以以前前 DDOOSS 版版老老用用户户习习惯惯用用

  22．．回回车车清清除除所所有有内内容容  
  
回回车车清清除除输输入入内内容容。。  

  33．．四四码码内内回回车车清清内内容容  
回回车车清清内内容容、、整整句句回回车车确确认认上上屏屏。。既既有有能能兼兼容容老老 DDOOSS 版版用用

户户习习惯惯，，又又符符合合微微软软拼拼音音整整句句回回车车上上屏屏的的特特点点。。  
  

输输入入中中仅仅部部分分编编码码错错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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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节节  基基本本汉汉字字输输入入  
  的按按照照声声韵韵的方方式式输输入入比比较较符符合合一一般般说说话话和和思思维维的的习习惯惯，，特特

别别是是对对于于以以““听听、、想想””为为主主的的作作家家、、记记者者及及普普通通办办公公人人员员来来说说

更是是 佳的输入方式式。。  更 佳的输入方

入  一一、、一一般般输输入方方式式

  
  

普普通通情情况况按按照照声声母母加加韵韵母母直直接接输输入入，，与与其其他他的的输输入入法法相相同同，，

不不加加任任何何辅辅助助码码，，也也不不用用简简码码。。  
  规规则则：：声声韵韵++声声韵韵++声声韵韵…………++声声韵韵

  
  

  
  

也也可可加加入入适适当当空空格格分分隔隔，，效效果果会会更更好好：：  
  
  
编编码码：：vvuuyykkuuii  bbiijjccffuuhheessiiwwzzxxiiggrr  qqxx  jjmmddjjkkyyssuu  

  二二、、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  
规规则则：：声声母母＋＋【空空格格】】  

  

  

  【

每每个个字字母母上上都都对对应应有有一一个个 常常用用的的汉汉字字，，共共 2266 个个。。单单独独输输

入入可可减减少少击击键键次次数数，，加加在在句句子子中中间间可可起起到到分分隔隔前前后后句句子子的的效效果果，，

增增强强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时时的的正正确确率率。。  
QQ  
七七  

WW  
我我  

EE  
二二  

RR  
人人  

TT  
他他  

YY  
一一  

UU  
是是  

II  
出出  

OO  
哦哦  

PP  
片片  

  AA  
啊啊  

SS  
三三  

DD  
的的  

FF  
非非  

GG  
个个  

HH  
和和  

JJ  
及及  

KK  
可可  

L  L   
了了  

  ZZ  
在在  

XX  
小小  

CC  
次次  

VV  
着着  

BB  
不不  

NN  
你你  

MM      
没没  

  
  
 

句子中间的时候最好加【空格】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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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①①输输入入一一个个字字母母键键后后，，提提示示行行的的第第一一个个字字就就是是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

如如果果只只需需要要这这一一个个字字，，可可用用【【空空格格】】键键直直接接送送上上屏屏幕幕，，不不要要用用

数数字字【【11】】来来选选；；  
  ②②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后后紧紧跟跟着着的的是是常常用用其其他他简简码码，，可可分分别别用用【【；；】】

和和【【’】】选选出出。。再再后后面面’ 的的是是之之前前用用过过的的 66 字字以以上上的的短短语语（（自自动动

记记录录的的临临时时词词）），，可可用用数数字字键键选选出出，，也也可可先先按按【【TTaabb】】提提前前到到第第

一一位位，，然然后后空空格格上上屏屏。。  
  ③【Tab】再③【Tab】再按按一一次会次会出出现现刚刚刚刚用用过过的的单单字字和和不不足足六六字字的的词词

组组。。如如果果希希望望每每次次都都先先出出现现单单字字和和五五字字以以内内的的词词组组，，可可在在出出现现

单单字字和和五五字字内内词词组组的的状状态态下下按按住住【【TTaabb】】不不放放超超过过一一秒秒钟钟，，之之后后

就就会会听听到到声声响响，，表表示示操操作作成成功功。。  
  
  
  

三三、、普普通通单单字字加加辅辅助助码码

  
  

规规则则：：声声＋＋韵韵＋＋形形  
  由由于于汉汉字字中中的的同同音音字字很很多多，，单单纯纯用用拼拼音音输输入入就就需需要要经经常常翻翻

页页才才能能找找到到。。自自然然码码采采用用了了拼拼音音之之后后加加辅辅助助码码的的方方法法来来减减少少重重

码码，，使使大大部部分分汉汉字字在在前前三三位位就就能能看看到到，，常常用用的的都都可可提提前前到到第第一一，，

基基本本解解决决了了拼拼音音类类输输入入法法的的重重码码问问题题。。  
  自自然然码码所所用用的的辅辅助助码码，，并并不不是是像像形形码码那那样样难难学学难难记记的的部部件件

码码，，而而仅仅仅仅是是偏偏旁旁部部首首的的声声母母，，基基本本上上都都是是简简单单的的读读音音，，几几乎乎

不不用用任任何何学学习习（（详详见见前前面面““第第三三章章””的的内内容容））。。

 
 
 

  
 

 
 
 
 

之后就变成了单字和五字以内的了

双拼“l 偏 木 键i”加 旁“ ”读音的声母 【m】

双拼“ +“ 【ts” 辶” z】

双拼“xq”+“禾”【h】



 注意事项： 
  ①①对对于于不不会会拆拆分分的的字字，，不不必必非非要要找找到到不不可可，，偶偶尔尔用用的的偏偏旁旁

是是用用不不着着非非要要知知道道的的，，可可像像普普通通输输入入法法一一样样用用【【[[】】和和【【]]】】前前后后

翻翻页页及及数数字字选选择择；；  
  ②②每每个个单单字字后后面面都都有有一一个个提提示示编编码码，，这这个个编编码码就就是是““辅辅助助

码码””，，初初学学的的时时候候可可以以根根据据这这个个提提示示来来了了解解辅辅助助码码的的规规律律；；  
  ③③在在输输入入的的过过程程中中应应以以短短语语和和词词组组输输入入为为主主，，单单字字输输入入仅仅

仅仅是是辅辅助助性性的的，，不不要要见见到到汉汉字字对对了了就就按按空空格格，，那那样样就就不不能能利利用用

计计算算机机的的智智能能自自动动实实现现上上下下文文关关联联了了。。  
  

  四四、、双双字字词词加加辅辅助助码码  
  如如果果仅仅仅仅需需要要输输入入一一个个双双字字词词，，则则会会有有不不少少重重码码。。加加入入辅辅

助助 是码码会会大大大大降降低低重重码码率率，，特特别别是输入两字的人名时非常有效

码

输入两字的人名时非常有效。。  
规规则则：：声声韵韵＋＋声声韵韵++辅辅助助  码（（两两字字中中任任意意的的辅辅助助码码）） 

  

 
  

  

加“适” 的辅助码“辶”【z】 

  
  
  
  
  

加“溶”的辅助码“氵”【d】 

加“醒”的辅助码“酉”【y】 

  
④④输输入入““bbuuuuii””（（加加““什什””的的辅辅助助码码““亻亻””【【rr】】））。。

用用于于快快速速输输入入三三字字人人名名特特别别有有效效。。  
规规则则：：声声韵韵＋＋声声韵韵++声声韵韵++辅辅助助码码（（后后两两字字中中任任意意的的辅辅助助码码））  

  
  

加“什”的辅助码“亻”【r】 

  
  
  

加“起”的辅助码“走”【z】

  
  

当前词组中没有辅助码时，强行给最后字加辅助码

  五五、、三三字字词词加加辅辅助助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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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际”的辅助码“阝”【e】

加“鸣”的辅助码“口”【k】

加“芸”的辅助码“艹”【c】

第第六六节节、、字字词词的的颜颜色色  
一一、、默默认认提提示示行行汉汉字字颜颜色色  
11．．基基础础字字词词————黑黑色色

22．．临临时时字字词词————天天蓝蓝色色  
33．．自自造造词词————深深蓝蓝色色  

  

44．．非非完完全全匹匹配配字字词词————浅浅蓝蓝色色

55．．特特殊殊扩扩充充字字词词————蓝蓝黑黑色色  
人

  

66．．重重要要人名名、、关关联联字字词词————红红色色

77．．已已选选出出字字词词————绿绿色色  
  

88．．缓缓冲冲行行汉汉字字颜颜色色————黑黑色色  
  

二二、、修修改改提提示示行行字字体体颜颜色色

〖〖字字体体设设置置〗〗中中只只能能改改变变主主库库字字词词颜颜色色。。  

  
  11．．字字体体设设置置  

  
  22．．手手工工修修改改参参数数文文件件

自自然然码码所所有有的的设设置置项项目目都都保保存存在在““ZZRRMM22000000..IINNII””文文件件的的

  
  
““lliinneeccoolloorr””中中。。可可调调用用〖〖扩扩充充菜菜单单〗〗〖〖扩扩充充工工具具〗〗〖〖文文本本处处理理

工工具具〗〗〖〖手手工工修修改改参参数数选选项项〗〗，，修修改改保保存存后后再再调调用用〖〖保保存存及及更更

新新当当前前数数据据〗〗就就可可以以了了。。目目前前默默认认的的已已经经很很好好，，初初级级用用户户不不要要

修修改改，，高高级级用用户户可可参参看看手手册册 9999 页页内内容容。。  

加“会”的辅助码“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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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七七节节  难难字字输输入入  
  一一、、GGBBKK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  

  GGBBKK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是是一一般般不不常常用用到到的的汉汉字字。。这这部部分分汉汉字字主主要要是是

繁繁体体字字、、异异体体字字和和日日文文、、韩韩文文汉汉字字，，也也有有很很少少一一部部分分是是以以前前漏漏

掉掉的的常常用用字字。。通通常常这这些些字字只只在在特特殊殊情情况况才才会会用用到到，，初初始始默默认认的的

时时候候是是看看不不到到的的，，需需要要使使用用时时用用菜菜单单或或快快捷捷键键打打 和和关关闭闭。。  
//关关键键：：【【AAlltt++]]】】  

  
  
  
  
  
  
  

  
  

  
  
  
  
  

为为了了日日常常使使用用方方便便，，在在基基本本主主库库中中已已经经包包含含了了一一些些常常用用的的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只只有有其其他他不不常常用用汉汉字字才才需需要要打打 GGBBKK 扩扩充充库库：：  
  

  
  

  

  

  
  

  
  
 注意事项： 

一一直直打打 ““GGBBKK 扩扩充充字字库库””会会增增加加单单字字的的重重码码，，若若不不是是后后

面面还还要要继继续续使使用用，，用用过过后后 好好随随手手关关掉掉。。  

打开“GBK扩充

首先用鼠标左键点击

这里打开“基础菜单”

”库 这里提示的就

关键之后就看到深蓝色 是快捷开
的就是扩充字 

甦镕焜堃晞璠祐俵飏旸祎姮叆唵垵赑邠踄梹稖玱䅟吋悰焠

荙㳠跶僜珰梼敠惇苳绖饤弍覅砆蜅蜰洸饹鹒玕啯爟滉锽郃

盉龁㖞镮嬛竑淴翚阓诪宬琤锠呎浐筊弶莙惓玦唶玠劻砢磡

唡嫪粦箓硵鸰礌祃悗獴幪铓厖狝悗旻霂眛郿秾慓洴呯珮硚

玱矻踦萩鹙踡袪庼纴婼汭偲窣脩镋嘡梼铦畑怗聤谉湜奭浉

卲赒喆烝沚绖怗椓榅缊尫碔祎鸮窸钖狝脩琇衒璿夐茓歔谞

䥺浥宧匽缊涢嬛玙孖倓孮尅尅昉烜燊珣珺甡礽芃迺鋆韻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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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用用切切形形输输入入不不认认识识的的难难字字  
““GGBBKK 切切形形””是是一一种种将将一一个个汉汉字字分分为为两两个个部部分分，，用用拼拼音音来来

快快速速输输入入不不认识认识难难字字的的特特殊殊方方法法，，彻彻底底解解决决了了拼拼音音无无法法输输入入不不

认认识识字字问问题题。。  
  输输入入编编码码：：部部首首的的声声韵韵++剩剩余余部部件件的的声声韵韵  
  临临时时用用：：【【AAlltt++\\】】两两次次  

//关关键键：：【【AAlltt++[[】】  
  用过一次之后就自

动复原的查字状态  
  
  
  
  
  
  
  
  
  
  
  
  
  

如果不关闭一直

有效，会与普通汉

字和词组重码“山”+“东”

“uj”+“ds” 

鼠标放在上面可看汉字读音

打开“GBK切形”库，切形汉字会在普通字词的后面

不不易易识识别别的的汉汉字字一一般般会会有有多多个个拆拆分分取取码码的的可可能能：：  

有

  
  
  
  

“又”+“睿”

“又”+“目” 

  有些些难难字字可可能能无无法法分分成成标标准准的的两两部部分分，，这这种种情情况况可可用用首首笔笔

画画和和末末笔笔画画来来代代表表：：

横横 hhgg、、竖竖 uuuu、、撇撇 ppxx、、点点捺捺 ddmm、、折折 vvee、、 ggbb  

  

  

  

  
“横”+“戈” 

“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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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八节节  疑疑难难字字输输入入  
  虽虽然然自自然然码码中中提提供供了了多多种种难难字字输输入入的的方方法法，，但但是是仍仍一一些些不不

容容易易输输入入。。  

  

戊戉戍戌彧曳亣亓夰奍羋芈戋冄冊曱丞氘疋

卮亟甫鬲夷丏乾斡尧承癸枣柬哉巵虒粤粛畢

赜囊丧翰翘肅龜臝蠃羸赣贑亊斉齊斎齎喾齏

齋喪嚢壽奭憂栆棗榦爾疐棘胾蟗懿橐臧隷隸

蠹鬴櫜纛亞曺冓嗇啬噽毉豔鼟鬱奡幹犛臩豳

韓鬥鼘堯巰朅氂艷鼒劒梟衆爨喬嚳尩囱臿囟

虢叢曵禼羐胔禺黹歸舉睾舛亂巯胤毓鬯 黻黼

卨茍雈昦鼎曷厾叚幾彔彙彚彟彠發嚮圅旹門

暨弔舝艸飛鼐卺彘卤卥鹵卣黽僶憴澠竈繩虌

蠅譝鄳鱦黿 鼌 

这这些些字字的的编编码码可可以以用用““ooaa””代代表表，，之之后后可可以以翻翻页页查查找找选选择择，，

也也可可以以加加笔笔画画码码（（横横 hh、、竖竖 ss、、撇撇 pp、、点点捺捺 dd、、折折 zz）），，一一个个也也可可

以以，，两两个个也也可可以以（（即即““前前笔笔画画””和和““末末笔笔画画””））。。

 
  
  

  
  
  
  
  
  
 

  目目前前版版本本中中只只有有这这些些疑疑难难字字，，随随着着升升级级以以后后可可能能还还会会逐逐渐渐

增增加加。。用用户户在在使使用用中中，，如如发发现现还还有有需需要要补补充充的的疑疑难难字字，，请请告告诉诉

我我们们，，以以便便在在以以后后的的升升级级版版本本中中添添加加。。  

“撇”+“点”

“折”+“竖”

蓝色的是非匹配字，按顺序排在后面

“竖”+“点”

“横”+“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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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九九节节  特特殊殊编编码码输输入入  
一一、、常常用用简简码码词词  
特特殊殊简简码码词词主主要要是是不不久久前前输输入入过过的的词词组组和和内内部部词词库库中中提提供供

的的一一些些常常用用简简码码词词（（主主要要是是国国家家名名称称和和极极少少的的成成语语和和常常用用语语，，

由由以以前前 DDOOSS 版版字字词词库库沿沿用用下下来来的的））。。简简码码词词通通常常不不能能包包含含在在语语

句句的的中中间间，，只只能能单单独独输输入入。。

  
  

编编码码：：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声声母母＋＋末末声声母母（（前前三三末末一一））

  
  

或或：：    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全全声声母母））

  
  
  
  
  
  
  
  
  

  

  二二、、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  

一

    在在提提示示行行 右右端端显显示示的的，，可可用用两两个个编编码码输输入入的的双双字字词词。。  
  输输入入编编码码：：声声＋＋声声＋＋【【''】】  
  

在

  
  
  
  

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中中只只有有极极少少数数不不会会与与单单字字重重码码，，通通常常需需要要用用【【’’】】
上上屏屏，，并并没没太太多多好好处处，，加加上上还还要要额额外外记记忆忆，，通通常常用用不不上上。。  

第

    
    
    
    
  
  
  
  

  
  
  
  

九九节节  特特殊殊编编码码输输入入  
一一、、常常用用简简码码词词  
特特殊殊简简码码词词主主要要是是不不久久前前输输入入过过的的词词组组和和内内部部词词库库中中提提供供

的的一些些常常用用简简码码词词（（主主要要是是国国家家名名称称和和极极少少的的成成语语和和常常用用语语，，

由由以以前前 DDOOSS 版版字字词词库库沿沿用用下下来来的的））。。简简码码词词通通常常不不能能包包含含在在语语

句句的的中中间间，，只只能能单单独独输输入入。。

  
  

编编码码：：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声声母母＋＋末末声声母母（（前前三三末末一一））

  
  

或或：：    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声声母母＋＋…………（（全全声声母母））

  
  
  
  
  
  
  
  
  

  

  二二、、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  
在提提示示行行 右右端端显显示示的的，，可可用用两两个个编编码码输输入入的的双双字字词词。。  

  输输入入编编码码：：声声＋＋声声＋＋【【''】】

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中中只只有有极极少少数数不不会会与与单单字字重重码码，，通通常常需需要要用用【【’’】】

  
  

上上屏屏，，并并没没太太多多好好处处，，加加上上还还要要额额外外记记忆忆，，通通常常用用不不上上。。  

可以在语句尾部，也必须是独立的

可以加在语句中间，但必须是独立的

后面蓝色的是最近使用过的临时双字

词

通常显示在提示行右端



  

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只只有有少少数数没没有有与与单单字字重重码码，，用用于于语语句句输输入入中中可可

以以起起到到简简化化编编码码提提高高效效率率的的作作用用，，但但是是需需要要在在非非常常熟熟练练的的情情况况

下下才才能能灵灵活活运运用用，，不不建建议议初初学学用用户户使使用用。。  
  

三三、、特特殊殊简简码码词词

 必须

  
 必须打打 相应的扩充词库才才能能使使用用。。目目前前提提供供的的特特殊殊编编码码相应的扩充词库

库词词库有有““常常用用英英文文单单词词、、全全拼拼简简码码词词语语、、GGBBKK 笔笔画画 ee 码码、、常常用用

中 词语、常用英中单词、医学大全词语、韵母查

全

中英英词语、常用英中单词、医学大全词语、韵母查询询词词语语、、地地

名名地地址址大大全、、中中学学化化学学方方程程；；成成语语俗俗语语、、唐唐诗诗绝绝句、、国国名名地地名名、、句

网网上上闲闲聊聊、、特特定定符符号号、、金金融融股股票票、、邮邮编编区区号号、、英英中中简简词词””。。  
各各种种词词库库的的编编码码用用法法不不同同，，详详情情可可自自行行查查看看说说明明：：  

  

  
  
  
  
  
  
  

用鼠标右键点击相

应的词库看帮助

  三三、、专专用用简简码码词词及及特特殊殊词词库库  
目目前前提提供供的的““中中学学化化学学词词库库””是是由由湖湖北北省省英英山山县县第第一一中中学学

田田寿寿良良老老师师专专为为中中学学化化学学教教师师 发发的的。。  
使使用用时时需需要要与与 WWoorrdd 模模板板结结合合使使用用，，可可直直观观、、方方便便、、高高速速

地地输输入入中中学学化化学学所所涉涉及及到到的的绝绝大大多多数数化化学学式式、、化化学学方方程程式式、、化化

学学术术语语、、电电子子式式、、结结构构式式、、反反应应条条件件、、原原子子结结构构示示意意图图等等等等。。  
安安装装程程序序会会自自动动安安装字库、词库和模板（原文件自装字库、词库和模板（原文件自动动备备份份））。。

使使用用时时，，按按化化学学内内容容的的中中文文读读法法的的编编码码输输入入，，在在提提示示行行中中出出现现

直直观观词词组组，，在在 WWoorrdd 中中自自动动更更正正为为标标准准 WWoorrdd 文文本本。。  
以以下下是是输输入入示示例例：：  

HHNNOO33++NNaaOOHH＝＝NNaaNNOO33++HH22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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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22++33HH22 22NNHH33  
  
  
  

  
  
  
  

  

  
  
  
  

注注意意事事项项：：因因考考虑虑重重码码和和化化学学教教师师使使用用习习惯惯问问题题，，其其中中编编

码码规规则则少少数数有有些些特特殊殊。。详详细细情情况况请请看看自自然然码码文文件件夹夹里里面面有有关关““中中

学学化化学学词词库库””帮帮助助文文件件的的说说明明。。  
  

 四 四、、简简码码字字词词相相关关的的特特殊殊设设置置  
  简简 码码 词词

一一 般般 只只 能能 独独

立立输输入入，，不不能能

夹夹 在在 一一 个个 句句

子子的的中中间间（（前前

后后 空空 格格 分分

除除外外）），，如如果果

与与 句句 子子 混混 在在

一一 起起 可可 能能 会会

出出 现现 混混 乱乱 现现

象象。。  

MMgg  lCCl  CCll

22  88  1188 3322 1188 88++8866  RRnn 
以上功能需要单独安装

化学词库和化学插件

其中字母数字可自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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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节节  标标点点符符号号输输入入  

关关键键：：【【AAlltt++  ..】】  （（AAlltt++句句号号））  
照照表表：：  

  一一、、常常用用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符符号号对对

中文标点 键位 说明 中文标点 键位 说明 
 。 句号 .   、  顿号 /  
 ， 逗号 , 、  顿号 \ 缓冲识别

& ； 分号 ; —  连接号 
 ： 冒号 :  人民币 $￥

单双书名 < 内?  ？ 问号 《〈 外嵌套
 ！ 感叹号 ! 〉》单双书名 > 内外嵌套

" ^“”双引号 …… 省略号 自动配 双符处理
‘’单引号 ' 自动配 —— 破折号 _ 双符处理

( ) []（）括号 【】 方括号 
+ { } ＋ 加号 〖〗 方括号 右Shift
- { } － 减号 “”双引号 右Shift

 × 乘号  * ~～  波浪线 
| | ÷ 除号 左Shift ·  间隔号 右Shift
` `快捷串 自定义 ．实心句号 无快串时

@ @全角空格 ．实心句号 有快串时
  

 规范标准，与以前的中文

点

注意事项：因为新版本遵照国家

标 不完全一

  当

样，其中加深的符号有差异，需要留意。 
要要大大量当 量输输入入大大写写英英文文字字母母及及英英文文标标点点时时，，可可按按下下大大写写键键

【【CCaappssLLoocckk】】，，或或者者按按一一下下【【右右 SShhiifftt】】（（松松 ））使使系系统统进进入入英英

文文状状态态，，让让提提示示行行中中的的【【自自然然】】变变为为【【英英文文】】  。。  
  
  
  
  

  如如果果在在〖〖高高级级选选项项〗〗〖〖其其他他〗〗中中设设定定了了〖〖大大写写字字母母后后转转英英

文文〗〗（（已已默默认认）），，输输入入大大写写字字母母后后会会自自动动变变成成英英文文状状态态，，并并且且

关关闭闭““中中文文标标点点””功功能能，，以以方方便便输输入入英英文文单单词词。。  

用鼠标

实心圆点

左键点击可改变标点状态。

表示不在中文标点方式下。

空心圆点表示在

中文标点方式下

右Shift临时英文Caps Lock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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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

几项是

有关中

文符号，
的设置 

  〖〖高高级级设设置置〗〗〖〖规规则则〗〗中中的的〖〖右右 SShhiifftt
英英文文符符号号〗〗、、〖〖禁禁用用数数字字中中文文符符号号〗〗和和〖〖使使

用用中中文运运算算符符号号〗选项文 会〗选项 响会影影响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的的

结结果果。。  
二二、、容容易易出出现现的的错错误误情情况况  
11．．不不出出中中文文符符号号  
因因为为有有〖〖右右 SShhiifftt 英英文符符号号〗〗

设设

文

置置的的关关系系（（默默认认的的）），，所所以以中中

文文符符号号只只能能是是按按【【左左 SShhiifftt】】才才能能

出出现现。。如如果果不不经经常常要要用用英英文文符符号号，

可可以以关关掉掉这这个个选选项项。。  
22．．双双引引号号配配对对错错  
因因为为双双引引号号是是左左右右配配对对的的，，如如果果只只单单独独按按了了一一次次，，下下一一次次，，

就就会会先先出出现现【【””】】。。解解决决的的方方法法是是多多按按一一次次【【””】】键键，，然然后后用用退退

格格键键删删掉掉重重新新输输入入。。如如果果在在 WWoorrdd 中中，，有有可可能能同同时时受受““自自动动替替

换换””功功能能影影响响，，按按【【AAlltt++退退格格】】看看看看是是否否能能还还原原。。  
  33．．只只能能输输入入单单书书名名号号

  
  

书书名名号号是是单单双双嵌嵌套套的的，，如如果果只只输输入入了了前前面面的的，，而而没没有有输输入入

后后面面的的，，就就会会造造成成配配对对错错误误（（相相当当于于多多按按了了一一次次““《《””））。。解解

决决的的方方法法是是用用退退格格删删掉掉后后重重新新输输入入（（以以前前的的版版本本需需要要多多按按两两次次

““>>””，，而而新新版版本本直直接接删删掉掉即即可可））。。  
  

  三三、、全全角角英英文文

角角””的的

  
  早早期期的的““方方正正””小小样样中中必必须须使使用用““全全 英英文文和和数数字字，，

如如：：““ＡＡＢＢＣＣ  ａａｂｂｃｃ  １１２２３３  ！！＠＠＃＃＄＄％％＾^＆＆＊＊〖〖JJTT〗〗【【BBTT】】””

等等。。目目前前其其他他情情况况下下已已很很少少使使用用。。  
  关关键键：：【【AAlltt++,,】】（（AAlltt++逗逗号号））  
  注注意意：：此此方方式式下下有有  
〖〖全全角角下下出出全全角角空空格格〗〗

的的相相关关选选项项。。在在

  
〖〖高高级级选选项〗  项〗

规〖〖规规则则〗〗〖〖编编码码规则则〗〗中中。。  
用鼠标左键

点击可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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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一一节节  中中文文数数字字输输入入  
  直直接接输输入入这这些些数数字字和和符符号号的的快快捷捷方方法法。。  
  进进入入键键：：【【AAlltt++\\】】  
  返返 键：【Esc】 回回键：【Esc】 
  

  一一、、直直接接输输入入中中文文数数字字  
  直直接接用用大大键键盘盘数数字字输输入入，，系系统统将将

给给出出三三种种格格式式，，用用【【;;】】（（分分号号））或或【【’’】】
（（小小撇撇））选选择择（（不不能能数数字字选选））。。 

  

 
  
  

菜单选择

如如果果要要用用的的是是中中文文大大写写数数字字，，只只要要用用分分号号选选择择一一次次系系统统就就

会会自自动动记记住住，，以以后后就就会会使使用用上上次次选选择择的的作作为为默默认认格格式式。。  
  
  
  

  二二、、大大写写人人民民币币

 1
  

 1．．压压缩缩格格式式：：在在最最后后加加【【\\】】 

 
  

 
  
  
  
 

  22．．固固定定格格式式：：在在最最后后加加【【!!】】  
  
  
  

  三三、、简简单单数数字字计计算算  
  在在中中文文数数字字下下可可以以进进行行简简单单计计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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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常常用用中中文文数数量量名名称称  
  11．．直直接接输输入入的的数数量量名名称称：：  

克克  毫毫克克  千千克克  斤斤  公公斤斤  吨吨 米米  分分米米  厘厘米米  毫毫米米  公公  分分  点点  ○○  美美元元    
kk    mmgg      kkgg      pp    ggpp      dd    mm    ffmm    ccmm m    mmm    gg      ff    ..    ll      $$  
十十  百百  千千  万万  亿亿  兆兆  元元  角角  分分  拾拾  佰佰  仟仟  整整  年年  月月  日日  时时  分分  秒秒  

  uu    bb    qq    ww    ee    vv    oo    jj    ff    tt      hh    ss    zz    nn    yy    rr    ::    ‘‘      ““  
  
  
  
  
  
  
  
 
  
 

 
  

  
  
 

  22．．百百分分数数  
  需需要要先先输输入入数数字字，，然然后后再再输输入入百百分分号号（（如如““3377..88%%””））  
  
  
  

五五、、数数字字状状态态下下中中文文  
  在在中中文文数数字字状状态态，，如如果果不不是是一一 始始就就

输输入入数数字字的的话话，，则则自自动动转转成成普普通通汉汉字字输输入入

状状态态。。若若经经常常输输入入大大写写中中文文数数字字的的话话，，可可以以切切换换转转到到中中文文数数字字

状状态态下下使使用用，，而而不不必必来来回回切切换换数数字字状状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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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二二节节  当当前前日日期期和和时时间间  
  直直接接从从计计算算机机时时间间函函数数中中提提取取数数据据，，转转换换成成常常用用格格式式的的快快

捷捷方方法法。。  
  一一、、当当前前日日期期【【ddqqrrqq】】

  
  

  

  
  
  
  

  若若用用【【;;】】（（分分号号））选选择择了了不不同同格格式式，，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记记忆忆，，以以

后后

二二、、当当前前时时间间【【ddqquujj】】或或【【ddqqssjj】】  

三三、、当当前前日日期期和和时时间间【【ddqqrruu】】或或【【ddqqrrss】】  

  

  四四、、当当前前星星期期【【ddqqxxqq】】  

  
第十三节 特殊符号号

就就会会使使用用上上次次的的格格式式作作为为默默认认。。  
  

  
  
  

  

  

  
  

第十三节 特殊符
  很

  
很多多符符号号无无法法直直接接安安排排在在键键盘盘上上，，通通常常只只能能使使用用区区位位或或软软

键键盘盘（（在在 WWoorrdd 下下可可在在菜菜单单中中选选择择〖〖插插入入〗〗〖〖符符号号〗〗））来来输输入入。。

不不过过这这些些方方法法都都不不方方便便。。自自然然码码为为这这些些符符号号编编排排了了一一组组特特殊殊编编

码码，，使使得得输输入入这这些些符符号号与与输输入入汉汉字字时时一一样样简简单单。。  
扩扩充充符符号号全全部部安安排排在在以以““oo”” 头头的的拼拼音音里里面面，，可可以以输输入入后后  

翻翻页页查查找找或或加加辅辅助助码码输输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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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特特殊殊““oo””系系列列符符号号  
ooii、、ooss  数数字字  

①①②②③③④④⑤⑤⑥⑥⑦⑦⑧⑧⑨⑨⑩⑩⑴⑴⑵⑵⑶⑶⑷⑷⑸⑸⑹⑹⑺⑺⑻⑻⑼⑼⑽⑽⑾⑾⒀⒀⑿⑿⒁⒁⒂⒂⒃⒃⒄⒄⒅⒅⒆⒆⒇⒇㈠㈠㈡㈡㈢㈢㈣㈣㈤㈤㈥㈥

㈦㈦㈧㈧㈨ ⒐⒑⒒㈨㈩㈩⒈⒈⒉⒉⒊⒊⒋⒋⒌⒌⒍⒍⒎⒎⒏⒏⒐⒑⒒⒓⒓⒔⒔⒕⒕⒖⒖⒗⒗⒘⒘⒙⒙⒚⒚⒛⒛〡〡〢〢〣〣〤〤〥〥〦〦〧〧〨〨〩〩 ְךְך ָךָך

ֹלֹל ֹּלֹּל   

ooll  罗罗马马数数字字    

ⅠⅠⅡⅡⅢⅢⅣⅣⅤⅤⅥⅥⅦⅦⅧⅧⅨⅨⅩⅩⅪⅪⅫⅫⅰⅰⅱⅱⅲⅲⅳⅳⅴⅴⅵⅵⅶⅶⅷⅷⅸⅸⅹⅹ  

oojj  箭箭头头  

→→←←↑↑↓↓↗↗↘↘↙↙↖↖  

ooff  常常用用符符号号  

  。。、、，，．．··：：；；＊＊““””》》《《！！？？……——～～々々′′″″＂＂〃〃‘‘’’〖〖〗〗【【】】［［］］〈〈〉〉〔〔〕〕「「」」

『『』』（（））｛｛｝｝  

oodd  多多种种符符号号  

＋＋－－××÷÷／／＼＼＠＠＃＃￥￥％％＆＆±±∑∑∏∏∪∪∩∩∈∈∧∧∨∨∠∠√√＜＜＞＞＝＝≥≥≤≤≡≡≌≌≈≈∽∽∝∝≠≠≯≯≮≮≧≧≦≦

≒≒∞∞∶∶∵∵∴∴∷∷¤¤♂♂♀♀※※∫∫∮∮￠￠℃℃℉℉°°℅℅＄＄￡￡§§〓〓‰‰№№㎎㎎㎜㎜㎝㎝㎞㎞㎡㎡㏄㏄㏎㏎㏑㏑㏒㏒㏕㏕㈱㈱㎏㎏℡℡  

oozz  杂杂符符  

☆☆★★○○●●◎◎⊙⊙☉☉⊕⊕㊣㊣◇◇◆◆□□■■△△⊿⊿▼▼▽▽◢◢◣◣◤◤◥◥▲▲‐‐––――﹉﹉﹊﹊﹋﹋﹌﹌﹍﹍﹎﹎﹏﹏￣̄＿＿｜｜︱︱

￤￤︳︳︴︴￢￢∣∣‖‖∕∕∥∥⊥⊥∟∟⌒⌒ˉ̄¨̈ˇ̌︰︰｀`‵‵ˋ̀ˊ́＇＇〞〞〝〝＾^˙̇‥‥〇〇  

oott  竖竖排排符符号号  

　　　　　　　　　　﹣﹣　　　　﹁﹁﹂﹂﹃﹃﹄﹄﹦﹦　　﹨﹨﹡﹡﹟﹟﹠﹠﹩﹩﹪﹪﹫﹫﹤﹤﹥﹥︵︵︶︶︹︹︺︺︿︿﹀﹀︷︷︸︸︽︽︾︾︻︻︼︼　　

　　﹐﹐﹒﹒﹔﹔﹕﹕﹖﹖﹑﹑﹗﹗﹢﹢﹝﹝﹞﹞﹛﹛﹜﹜﹙﹙﹚﹚  

ooqq  全全角角中中文文  

００１１２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６７７８８９９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ＥＥＦＦＧＧＨＨＩＩＪＪＫＫＬＬＭＭＮＮＯＯＰＰＱＱＲＲＳＳＴＴＵＵＶＶＷＷＸＸＹＹＺＺ

ａａｂｂｃｃｄｄｅｅｆｆｇｇｈｈｉｉｊｊｋｋｌｌｍｍｎｎｏｏｐｐｑｑｒｒｓｓｔｔｕｕｖｖｗｗｙｙｘｘｚｚ  

oobb  制制表表符符号号  

──━━││┃┃┄┄┅┅┆┆┇┇┈┈┉┉┊┊┋┋┌┌┍┍┎┎┏┏┐┐┑┑┒┒┓┓└└┕┕┖┖┗┗┘┘┙┙┚┛┛├├┝┝┞┞┟┟┠┠┡┡┢┢┣┣┚

┤┤┥┥┦┦┧┧┨┨┩┩┪┪┫┫┬┬┭┭┮┮┯┯╁╁┰┰╀╀╊╊╂╂┸┸┷┷╄╄┳┳╆╆┽┽┶┶┲┲╇╇╈╈┵┵┾┾┿┿╃╃┴┴╉╉┼┼┻┻╋╋

┹┹┺┺╅╅┱┱  

oovv  扩扩充充表表格格  

══║║╒╒╓╓╔╔╕╕╖╖╗╗╘╘╙╙╚╚╛╛╜╜╝╝╞╞╟╟╠╠╡╡╢╢╣╣╤╤╥╥╦╦╧╧╨╨╩╩╪╪╫╫╬╬╭╭╮╮╯╯╰╰╱╱╲╲╳╳

▁▁▂▂▃▃▄▄▅▅▆▆▇▇██▉▉▊▊▋▋▌▌▍▍▎▎▏▏▓▓▔▔▕▕〒〒⿰⿰⿱⿱⿲⿲⿳⿳⿴⿴⿵⿵⿶⿶⿷⿷⿸⿸⿹⿹⿺⿺⿻⿻  

ooxx  希希腊腊字字母母  

ΑΑΒΒΓΓΔΔΕΕΖΖΗΗΘΘΙΙΚΚΛΛΜΜΝΝΞΞΟΟΠΠΡΡΣΣΤΤΥΥΦΦΧΧΨΨΩΩααββγγδδεεζζηηθθιικκλλμμ

ννξξοοππρρσσττψψυυφφχχω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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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ee  俄俄文文字字母母  

ААББВВГГДДЕЕЁЁЖЖЗЗИИЙЙККЛЛММННООППРРССТТУУФФХХЦЦЧЧШШЩЩЪЪЫЫЬЬЭЭЮЮЯЯааббвв

ггддееёёжжззииййккллммннооппррссттууффххццччшшщщъъыыььээююяя  

oorr  日日文文平平假假名名  

ぁぁああぃぃいいぅぅううぇぇええぉぉおおかかががききぎぎくくぐぐけけげげここごごささざざししじじすすずずせせぜぜそそぞぞたただだちちぢぢっっつつ

づづててととどどななににぬぬねねののははばばぱぱひひびびぴぴふふぶぶぷぷへへべべぺぺほほぼぼぽぽままみみむむめめももゃゃややゅゅゆゆょょよよらら

りりるるれれろろゎゎわわゐゐゑゑををんんーー゛゙゜゚ヽヽヾヾ〆〆ゝゝゞゞ  

oopp  日日文文片片假假名名  

ァァアアィィイイゥゥウウェェエエォォオオカカガガキキギギククググケケゲゲココゴゴササザザシシジジススズズセセゼゼソソゾゾタタダダチチヂヂッッツツ

ヅヅテテデデトトドドナナニニヌヌネネノノハハババパパヒヒビビピピフフブブププヘヘベベペペホホボボポポママミミムムメメモモャャヤヤュュユユョョヨヨ

ララリリルルレレロロヮヮワワヰヰヱヱヲヲンンヴヴヵヵヶヶ  

        对对于于能能够够有有发发音音的的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符符号号，，可可以以继继续续输输入入读读音音的的双双

拼拼，，降降低低重重码码。。

  
  
  
  
  
  

相相关关

  

操操作作：：  
①①前前后后翻翻页页键键是是【【[[】】【【]]】】或或【【PPggUUpp】】【【PPggDDnn】】；；

②②重重

  
复复显显示示上上次次提提示示行行【【AAlltt++==】】；；  

③③继继续续选选择择其其他他字字词词【【AAlltt++数数字字】】（（可可以以改改变变设设置置为为【【CCttrrll++
数数字字““〖〖高高级级选选项项〗〗〖〖其其他他〗〗〖〖使使用用 CCttrrll++数数字字  重重选选〗〗””））。。  
  

二、二、常用中文符号编码  常用中文符号编码

  
  
  

rrmmbb//￥￥、、oommyy＄＄、、ooooyy  €€、、ooyybb￡￡、、oossdd￠￠、、ooyyff  €€、、oobbttββ、、  
ooggmmγγ、、ooddttδδ、、ooffllΦΦ、、ooddgg  √√、、oobbll～～、、oocccc ㏄㏄、、ooccmm ㎝㎝、、  
ooggjj ㎏㎏、、ooggll ㎞㎞、、oojjhh。。、、ookkmm ㏎㏎、、oollnn  ㏑㏑、、oommgg  ㎎㎎、、  
oommmm  ㎜㎜、、oonnoo  №№、、oollxx◇◇、、oollxx◆◆、、oowwxx//★★、、oowwxx//☆☆

可以用【]】向后翻页或加“辅助码”

部分特殊符号Win98下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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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四四节节  特特殊殊字字串串  
  一一、、EEmmaaiill

  直直接接

  
输输入入““aabbcc@@mmaaiill..nneett””、、““aa@@112233..nneett””等等类类型型的的字字串串。。  

  二二、、网网址址、、路路径径

  
  

直直接接输输入入““ hhttttpp:://// ””、、““ rrttsspp:://// ””、、““ wwwwww..aabbcc..ccoomm”” 、、  
““wwwwww..112233..ccoomm””、、  ““cc::\\””、、““dd::\\tteemmpp\\aabbcc””、、““dd::tteemmpp””等等。。  

  三三、、其其他他

  
  

直直接接输输入入““mmaaiill..””、、““bbbbss..””、、““ffttpp::””、、ffttpp..””、、““mmmmss::””、、  
““mmmmss..  ””、、““ppnnmm::  ””、、““ppnnmm..””等等 头头的的字字串串。。  
  
  
  
  
  
  

第第十十五五节节  常常用用单单位位名名  
““yymmdd//元元//吨吨、、yyrr//dd 元元//吨吨、、yymmnn//元元//年年、、yyrr//nn 元元//年年、、wwyy//nn 万万

元元//年年、、wwjj//nn 万万//年年、、kkmmss//克克//升升、、kkee//uu 克克//升升、、kkee//ss 克克//升升、、yyrr//kk 元元//
克克、、yymmkkgg 元元//千千克克、、yymmjj//元元//斤斤、、yyrr//jj 元元//斤斤、、yyrr//gg 元元//公公斤斤、、  
zzmmff//字字//分分钟钟、、zzii//ff 字字//分分钟钟、、jjmmff//键键//分分钟钟、、、、jjmm//ff 键键//分分钟钟、、  
yymmff//页页//分分钟钟、、yyee//ff 页页//分分钟钟、、zzjj//mm 字字节节//秒秒””

  
  

  
  

注注：：特特殊殊单单位位名名称称只只能能单单独独输输入入，，不不能能含含在在语语句句中中间间。。  
可可以以利利用用屏屏幕幕取取词词造造词词功功能能自自行行添添加加其其他他简简码码名名称称，，编编码码

可可以以自自己己定定义义，，但但有有一一些些限限制制，，否否则则有有可可能能无无法法正正常常使使用用。。  
 注意事项： 

①①编编码码只只能能使使用用  ““【【字字母母】】、、【【,,】】、、【【..】】、、【【//】】””；；  
②②编编码码中中只只能能用用一一个个符符号号；；  
③③编编码码只只能能是是 44 个个以以内内，，第第一一个个必必须须是是字字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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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技技巧巧  
使  使用用整句输整句输入入习习惯惯，，如如果果初初次次使使用用就就呆呆板板地地将将整整个个句句子子一一

气气连连续续输输入入，，之之后后再再回回头头修修改改，，就就大大错错特特错错了了。。整整句句输输入入的的

佳佳效效果果是是按按短短语语输输入入，，只只有有曾曾经经输输入入过过的的、、熟熟悉悉的的或或常常见见类类型型

的的文文章章，，完完全全连连续续输输入入才才可可能能会会有有较较高高正正确确率率。。

第第一一节节  输输入入技技巧巧  

  
  

一一、、采采用用 佳佳输输入入模模式式————““整整句句习习惯惯””  
采采用用““整整句句习习惯惯””，，并并将将缓缓冲冲行行字字体体和和大大小小设设置置到到感感觉觉

舒舒服服的的状状态态。。在在输输入入过过程程中中，，一一直直是是看看着着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汉汉字字进进行行

输输入入（（需需要要先先练练习习盲盲打打，，不不能能总总要要看看键键盘盘））。。  
有有些些用用户户喜喜欢欢将将提提示示行行设设得得很很小小，，字字体体也也很很小小，，或或者者使使用用

语语句句方方式式，，随随时时让让输输入入的的结结果果上上屏屏。。这这样样都都是是以以前前老老版版本本字字词词

输输入入的的习习惯惯，，比比起起整整句句方方式式来来还还是是比比较较累累人人的的。。理理由由是是屏屏幕幕上上

的的字字体体大大小小和和样样式式受受当当前前编编辑辑软软件件影影响响，，有有时时会会很很小小；；随随时时上上

屏屏失失去去了了整整句句前前后后分分析析的的好好处处，，有有可可能能连连续续输输入入后后本本来来是是可可以以

正正确确的的，，而而没没有有利利用用上上；；对对已已经经上上屏屏的的错错误误不不容容易易修修改改。。  
看看着着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汉汉字字输输入入，，比比看看着着编编码码输输入入要要更更省省脑脑力力，，

因因为为编编码码正正确确不不见见得得汉汉字字就就正正确确，，所所以以实实际际上上还还要要经经常常去去看看汉汉

字字，，结结果果眼眼睛睛需需要要照照顾顾两两个个地方地方，，不不如如只只看看着着汉汉字字简简单单。。  
当当发发现现前前面面错错了了，，可可用用退退格格键键删删掉掉一一些些，，直直到到都都正正确确。。退退

掉掉后后的的内内容容 好好形形成成一一个个意意思思断断点点，，在在这这个个地地方方加加空空格格将将前前面面

内内容容固固定定，，然然后后再再继继续续输输入入。。如如果果退退格格后后仍仍然然无无法法正正确确，，一一般般

都都是是遇遇到到了了多多含含义义无无法法识识别别的的特特殊殊字字词词，，整整句句算算法法已已是是无无能能为为

力力了了，，这这时时可可以以考考虑虑用用【【;;】】选选择择，，或或者者加加辅辅助助码码的的方方法法。。

  

  
  
  

如如果果有有些些用用户户已已经经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习习惯惯（（可可能能是是早早期期的的自自然然++，，
也也可可能能是是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下下，，改改变变习习惯惯可可能能会会很很困困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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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么么可可以以修修改改设设置置，，自自己己找找到到 适适合合的的方方式式进进行行输输入入，，并并非非一一

定定要要改改变变习习惯惯。。  
二二、、巧巧用用断断句句标标志志————加加分分隔隔符符【【空空格格】】  

  在在一一个个完完整整意意思思或或单单字字词词（（单单个个汉汉字字是是一一个个完完整整意意思思））之之

后后加加分分隔隔符符，，确确保保前前面面内内容容不不受受后后续续输输入入文文字字的的影影响响。。

  
  
  

  
  
  

编编码码：：yyuuzz  tteeuuuuzzii  hhbb  xxuu  ffffkkll  
  理理由由：：““遇遇、、字字、、后后、、需需””都都是是独独立立的的““单单字字词词””，，一一个个

字字表表示示完完整整的的意意思思，，扩扩展展 应应该该是是““遇遇到到、、汉汉字字、、之之后后、、需需要要””：：  
  
  
  

如如果果按按这这个个样样子子输输入入，，所所有有的的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法法都都会会正正确确。。但但是是

看看起起来来不不够够精精炼炼，，有有点点书书生生气气。。这这就就是是很很多多人人用用计计算算机机输输入入时时

间间长长了了，，连连语语言言似似乎乎都都受受影影响响的的原原因因。。

  

  
  

  

若若不不加加空空格格分分 ，，则则会会错错得得很很厉厉害害，，修修改改起起来来相相当当麻麻烦烦。。

实

  
实际际上上，，所所有有的的““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法法””都都无无法法实实现现对对““单单字字词词””

的的正正确确判判断断，，就就像像不不能能处处理理古古诗诗一一样样。。所所以以，，千千万万不不要要迷迷信信““整整

句句识识别别率率””，，识识别别率率再再高高的的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法法也也一一定定要要有有适适当当的的人人工工

干干预预，，只只有有这这样样才才能能写写出出一一手手““好好文文章章””。。  
  

第第二二节节  修修改改技技巧巧  
  如如果果已已经经输输入入了了较较长长的的一一段段内内容容，，忽忽然然改改了了主主意意，，想想要要更更

改改前前面面的的内内容容，，或或者者不不小小心心漏漏掉掉了了前前面面的的错错误误，，或或者者前前面面错错误误

得得不不厉厉害害，，不不值值得得都都删删掉掉重重新新输输入入，，这这个个时时候候就就需需要要到到前前面面去去

修修改改，，如如何何快快速速修修改改是是提提高高效效率率的的另另一一个个关关键键。。  

空格分开后就不用担心再错了

全部都用双字组合有点儿书生气

完全不加空格分开会错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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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直直接接选选择择  
  自自然然码码默默认认的的是是前前端端提提示示，，就就是是说说当当前前重重码码之之后后颜颜色色不不同同

的的部部分分是是前前面面的的内内容容。。如如果果恰恰好好就就是是第第一一个个字字词词错错误误，，并并且且在在

提提示示行行上上能能够够看看到到，，可可以以直直接接用用数数字字来来选选择择。。

  

  
  
  
  

方方法法一一：：直直接接按按【【55】】就就能能替替换换：：  
  
  

方方法法二二：：先先按按【【’’】】移移动动到到““该该””字字上上，，输输入入““改改””的的部部首首

声声母母【【ww】】或或【【jj】】，，然然后后空空格格选选““改改””替替换换““该该””：：  
  
  
  

第第一一种种方方法法只只要要一一次次按按键键，，但但是是要要看看候候选选字字上上的的数数字字，，并并

且且左左手手要要离离 主主键键盘盘，，可可能能还还需需要要看看键键盘盘位位置置。。虽虽然然按按键键次次数数

少少，，但但是是不不会会快快。。第第二二种种方方法法虽虽然然操操作作 数数多多，，但但是是不不用用费费神神，，次次

手手指指也也不不用用离离 键键盘盘。。  
推推荐荐用用第第二二种种方方法法，，初初学学者者或或本本来来就就喜喜欢欢数数字字选选重重码码的的用用

户户可可用用第第一一种种方方法法。。
  

  

二二、、循循环环选选择择  
  在在整整句句方方式式下下【【;;】】可可以以循循环环选选择择重重码码，，比比传传统统的的““数数字字””、、  
““分分号号选选第第二二、、小小撇撇选选第第三三””或或““左左右右 SShhiifftt 三三重重码码””等等方方法法效效

率率更更高高，，更更方方便便。。

  
  

  

  

  

循循环环选选择择另另一一个个方方便便之之处处是是，，选选择择了了之之后后，，不不需需要要按按【【EEnndd】】
可可直直接接继继续续输输入入下下文文或或标标点点（（自自动动从从句句尾尾接接着着输输入入）），，而而如如果果

用用数数字字选选择择，，就就需需要要移移动动到到句句尾尾才才能能继继续续。。  

“该”字错了，应该改成“改”

选择后自动移动到下一个字上

改动后可以直接加标点到最后



  三三、、交交换换选选择择  
  如如果果语语句句中中间间错错误误，，用用【【’’】】或或【【[[】】等等移移动动到到要要修修改改的的地地方方，，

默默认认的的候候选选是是词词组组，，这这时时可可用用【【;;】】选选择择词词组组。。若若仅仅仅仅需需要要修修改改

这这个个汉汉字字而而不不是是词词组组的的话话，， 好好是是加加辅辅助助码码，，因因为为加加辅辅助助码码之之

后后

但但也也有有例例外外的的情情况况，，就就希希望望加加辅辅助助码码之之后后是是另另外外的的选选择择：：  

 

当当输输入入了了一一个个较较长长的的语语句句之之后后，，有有可可能能发发现现自自动动匹匹配配出出的的

句句子子

的的默默认认候候选选是是单单字字。。  
  
  
  
  

输输入入了了辅辅助助码码后后，，默默认认候候选选不不是是词词组组时时可可按按【【TTaabb】】交交换换：：  
 
  
  

  四四、、另另配配句句子子  
  

不不正正确确（（当当前前所所引引进进的的黑黑马马整整句句识识别别数数据据偏偏向向于于医医学学方方

面面）），，这这时时可可按按一一下下【【TTaabb】】让让系系统统使使用用另另一一种种算算法法重重新新匹匹配配，，

其其结结果果很很有有可可能能就就是是正正确确的的了了，，而而无无需需选选择择修修改改。。

  
  

  
  

  按按过过一一次次【【TTaabb】】后后的的效效果果：：  
  
  
  

  如如果果几几种种算算法法识识别别效效果果一一样样，，并并且且都都不不能能正正确确的的话话，，多多按按

几几次次【【TTaabb】】就就会会自自动动移移动动到到句句首首位位置置等等待待修修改改：：  
  
  
  

  注注意意：：以以上上修修改改方方法法都都是是基基于于默默认认的的““自自然然整整句句””方方式式。。

如如果果用用““自自然然语语句句””、、““自自然然字字词词””，，或或修修改改了了某某些些与与““分分隔隔””

和和““选选择择””有有关关设设定定，，或或选选用用单单提提示示行行的的话话，，以以上上操操作作都都无无法法

实实现现。。如如不不小小心心选选乱乱的的话话，，可可““恢恢复复初初始始默默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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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章章  基基本本功功能能  
第第一一节节  用用户户习习惯惯设设置置  

  如如果果有有多多位位用用户户公公用用一一台台计计算算机机，，每每个个用用户户的的使使用用习习惯惯不不

同同，，要要是是每每一一次次更更换换用用户户后后都都重重新新调调整整设设置置就就会会非非常常不不方方便便。。

  

  

  
  
  
  

  
  
  

  
  
  
  不不同同的的用用户户可可以以分分别别进进行行设设置置，，比比如如：：编编码码方方式式；；拼拼音音方方

式式；；提提示示行行样样式式；；提提示示行行字字体体、、字字号号；；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是是否否回回车车

送送

用用户户习习惯惯会会随随 机机用用户户账账户户名名自自动动记记忆忆和和匹匹配配（（如如果果存存在在

编编码码…………  
  
多多个个账账户户的的话话））。。普普及及版版和和试试用用版版只只能能用用““两两个个””习习惯惯选选择择，，

专专

如如果果选选用用了了〖〖个个人人单单独独用用不不同同自自造造词词库库〗〗，，则则不不同同用用户户之之

业业版版可可以以用用 1100 个个选选择择。。  
  
间间的的自自造造词词不不共共享享，，只只能能自自己己用用自自己己造造的的，，但但是是内内部部词词库库是是公公

用用的的。。如如果果希希望望两两个个用用户户的的所所有有词词库库都都完完全全独独立立，，应应该该在在个个人人

的的用用户户下，安安装装到到不不同同的的目目录录或或硬硬盘盘上上。。  下，

用用户户习习惯惯的的设设置置可可以以用用备备份份功功能能保保存存或或自自行行备备份份及及更更改改，，  
用用户户设设置置的的文文件件名名是是：：““zzrrmm22000000..iinnii””、、  ““zzrrmm2200000011..iinnii””、、  
““zzrrmm2200000022..iinnii””…………后后面面的的数数字字对对应应用用户户习习惯惯的的序序号号。。设设置置文文

件件是是纯纯文文本本格格式式的的文文件件，，所所有有菜菜单单和和高高级级设设置置中中的的项项目目在在该该文文

本本中中都都有有一一个个对对应应的的项项目目，，用用户户可可以以用用文文本本类类的的编编辑辑软软件件自自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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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改改，，修修改改后后，，只只要要使使用用““保保存存及及更更新新磁磁盘盘中中数数据据””就就可可以以立立

即即生生效效。。目目前前的的版版本本““用用户户习习惯惯名名称称””还还不不能能自自己己定定义义，，以以后后

升升级级版版本本会会提提供供。。  

第第二二节节  词词库库管管理理  
一一、、个个人人习习惯惯及及词词库库的的备备份份与与恢恢复复

  11．．备备份份  
备备份份内内容容有有““用用户户习习惯惯设设

  
  
  
  
  
  
  

  
置置 ZZrrmm22000000..iinnii””、、““简简码码字字和和

简简码码词词 ZZrrww3322aa__!!..zzzzcc””、、““个个

人人字字词词库库 ZZrr66aa..cczz （（自自造造词词

库库））””、、““个个人人临临时时字字词词库库

zzrrbbuuff..ddaatt””、、““个个人人临临时时短短语语库库 ZZrr66aa..cczzll””、、““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

ZZrrww3322aa..uussrr（（自自动动学学习习词词库库））””、、““基基础础单单字字和和词词组组库库（（含含字字频频））””、、

““整整句句识识别别个个人人数数据据文文件件 yyoouuxxiiaann..lliibb””。。  
  保保存存时时会会要要求求选选择择““简简码码字字和和简简码码词词 ZZrrww3322aa__!!..zzzzcc””（（  文文
件件组组代代表表名名））：：

  
 注意事项： 

  

①①保保存存文文件件夹夹不不能能 点击这里选盘

符和路

点击这里可

径 创建新文件夹是是当当前前自自然然码码输输入入法法所所

在在的的文件夹。 文件夹。 
②

“文件组代表名”

不要改！ 
②如如果果存存放放到到软软盘盘

必必须须考考虑虑空空间间是是否否足足

够。建议用 U 盘做备份。 够。建议用 U 盘做备份。 



  22．．恢恢复复  
  可可恢恢复复以以前前备备份份的的用用户户习习惯惯设设置置及及数数据据文文件件，，恢恢复复的的数数据据

不不是是全全部部，，部部分分文文件件恢恢复复也也是是允允许许的的。。不不希希望望被被恢恢复复的的数数据据，，

事事先先将将其其删删除除就就可可以以了了。。  
其其中中““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

ZZrr66aa..cczz（（自自造造词词库）”库）”

是是可可以以累累加加的的，，利利用用这这

个个恢恢复复功功能能可可以以将将两两台台

计计算算机机不不同同时时间间造造的的词词
“文件组代表名”

不要改！ 
合合并并。。目目前前只只有有个个人人字字

词词库库可可以以合合并并，，““个个人人

词词语语库库““和和““整整句句识识别别

个个人人数数据据文文件件””暂暂时时不不

能能合合并并，，只只能能覆覆盖盖。。在在

覆覆盖盖前前会会有有提提示示，，如如不不希希望望被被覆覆盖盖，，可可按按““取取消消””忽忽略略。。  
  

二二、、保保存存及及更更新新当当前前数数据据  
如如果果要要强强行行关关机机或或

要要将将磁磁盘盘 新新数数据据复复制制

到到其其他他地地方方，，就就需需要要手手工工

立立即即保保存存一一下下，，以以便便磁磁盘盘

上上的的数数据据是是 新新的的。。  
通通常常情情况况下下，，自自然然码码

启启动动后后所所有有的的数数据据就就都都装装

数数据据

入入内内存存了了，，如如果果当当中中修修改改了了磁磁盘盘中中的的

，，比比如如复复制制、、修修改改了了个个人人字字词词等等，，就就需需要要重重新新读读入入磁磁盘盘中中

的的数数据据才才能能生生效效。。  
此此项项包包含含了了两两种种功功能能，，先先是是可可选选择择是是否否保保存存，，然然后后就就重重新新

从从磁磁盘盘中中读读入入数数据据。。重重新新读读入入后后自自然然码码词词库库所所占占的的内内存存空空间间就就

会会被被重重新新分分配配。。当当内内存存紧紧张张而而需需要要暂暂时时腾腾空空自自然然码码词词库库所所占占内内

存存空空间间时时，，就就需需要要用用到到这这个个功功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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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查查看看个个人人词词库库  
11．．查查看看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内内容容  
里里面面的的内内容容主主要要是是手手工工添添加加的的词词组组，，以以及及被被系系统统自自动动保保存存

的的经经常常重重复复使使用用而而系系统统中中又又没没有有的的双双字字词词和和简简码码词词。。  
可可以以直直接接编编辑辑修修改改和和保保存存（（批批量量修修改改和和添添加加））。。修修改改后后需需

要要调调用用〖〖保保存存及及更更新新磁磁盘盘中中数数据据〗〗后后才才能能生生效效。。  
个个人人词词库库结结构构为为：：44 位位编编码码++词词组组内内容容（（550066 字字节节以以内内））  
其其中中：：编编码码为为 11~~44 位位，，第第 11 位位必必须须是是英英文文小小写写字字母母，，第第二二

位位可可以以是是字字母母或或““,,..//;;’’””中中的的符符号号，，不不能能含含有有数数字字和和其其他他符符号号。。

如如编编码码不不足足 44 个个，，必必须须以以空空格格替替代代。。第第 55 位位起起为为词词组组内内容容，，可可

以以包包含含中中文文、、英英文文、、符符号号、、控控制制符符等等。。控控制制符符可可以以是是{{TTAABB}}或或
{{^̂MM}}，，代代表表制制表表符符和和回回车车。。  

22．．查查看看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内内容容  
里里面面的的内内容容主主要要是是自自动动学学习习添添加加的的词词语语以以及及强强制制造造词词时时编编

码码超超过过 44 码码的的特特殊殊词词组组。。  
查查看看到到的的内内容容实实际际上上是是从从压压缩缩结结构构的的词词语语库库文文件件中中转转换换出出

来来的的，，仅仅供供查查看看，，编编辑辑修修改改后后不不能能存存回回词词语语库库中中。。词词语语库库的的添添

加加需需要要用用到到〖〖扩扩充充工工具具〗〗中中〖〖智智能能学学习习工工具具〗〗里里面面的的功功能能。。  
33．．查查看看个个人人整整句句识识别别库库内内容容  
里里面面的的内内容容是是黑黑马马整整句句自自动动识识别别所所用用的的个个人人数数据据文文件件，，是是

用用户户选选择择或或干干预预过过句句子子中中的的部部分分字字词词，，用用于于校校正正整整句句自自动动识识别别

的的错错误误。。  
此此文文件件可可以以编编辑辑修修改改和和保保存存，，修修改改后后需需要要调调用用〖〖保保存存及及更更

新新磁磁盘盘中中数数据据〗〗后后才才会会生生效效。。  
  

四四、、清清除除个个人人词词库库  
  11．．清清除除智智能能相相关关库库内内容容  
前前后后文文自自动动优优先先连连接接数数据据库库，，只只有有字字词词方方式式下下才才会会用用到到。。  
22．．清清除除个个人人临临时时库库内内容容  
由由于于个个人人临临时时库库是是随随时时记记录录的的输输入入信信息息，，有有可可能能会会因因为为隐隐

私私原原因因在在离离 时时需需要要清清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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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清清除除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内内容容  
由由于于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是是自自动动学学习习积积累累的的内内容容，，有有可可能能会会因因为为特特

殊殊原原因因损损坏坏，，或或认认为为其其中中内内容容已已不不再再需需要要而而全全部部清清除除。。清清除除后后

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重重新新建建立立空空结结构构，，然然后后重重新新学学习习。。  
44．．清清除除个个人人整整句句识识别别库库内内容容  
黑黑马马整整句句自自动动识识别别所所用用的的个个人人数数据据文文件件也也会会随随着着使使用用而而逐逐

渐渐增增加加。。如如果果以以后后更更换换了了文文章章类类型型，，不不希希望望使使用用以以前前的的习习惯惯和和

记记录录的的内内容容，，就就可可以以清清除除掉掉，，让让系系统统重重新新学学习习和和记记录录。。

五

  
  

五、、保保存存动动态态更更新新数数据据  
  11．．每每隔隔半半小小时时检检查查保保存存一一次次数数据据  

  为为了了在在输输入入过过程程中中减减少少读读写写硬硬盘盘的的次次数数，，每每次次自自动动学学习习的的

结结果果并不随时存盘，只有在

快

并不随时存盘，只有在“关关闭闭系系统统””时时才才会会保保存存（（不不能能设设

置置““

“

快速速关关机机””））。。自自动动保保存存的的数数据据主主要要是是““自自动动保保存存的的临临时时

词词””和和““自自动动调调整整的的频频度度””，，个个人人自自造造词词和和重重复复用用过过而而被被永永久久

保保存存的个人词组仅受〖随的 人词组仅受〖随 保个 时时保存存手手动动修修改改数数据据〗〗的的影影响响，，即即使使

突突然然掉掉电电也也不不会会丢丢失失。。  
  22．．随随时时保保存存手手动动修修改改数数据据

  当“手动增删字词”、“手动调调整整字字词词频频度度””后后，，系系统统将

  
当“手动增删字词”、“手动

保

将

立立即即保存存被被修修改改数数据据，，即即使使非非正正常常关关机机或或掉掉电电也也不不会会造造成成手手工工

新新添添加加的的个个人人词词语语丢丢失失。。  
  

六六、、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增增删删整整理理  

  11．．个个人人字字词词优优化化

整整理理 
  

 

其他项目属于“扩充功

能”，在下一章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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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即即时时加加词词（（自自造造词词））  
  在在日日常常工工作作中中，，经经常常会会遇遇到到很很多多常常用用的的、、固固定定的的词词组组或或短短

语语，，如如人人名名、、地地名名、、联联系系地地址址、、公公司司名名称称等等，，这这些些词词组组或或短短语语

是是不不可能预先提供的，每次遇到这些些词词组组或或短短可能预先提供的，每次遇到这

显

语语都都要要逐逐字字逐逐词词

输输入入显然然会会浪浪费费不不必必要要的的时时间间和和精精力力，， 好好是是在在第第一一次次使使用用时时

就就同同时时保保存存起起来来，，下下次次再再遇遇到到的的时时候候就就方方便便了了。。  
  

  一一、、输输入入过过程程中中自自动动学学习习和和自自动动造造词词  
  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输输入入方方式式下下，，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将将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内内容容保保

存存到到临临时时词词库库中中，，同同时时还还自自动动对对输输出出内内容容与与智智能能组组合合结结果果进进行行

比比较较，，如如果果发发现现智智能能组组合合出出来来的的句句子子不不正正确确（（如如用用户户干干预预过过或或

修修改改过过）），，就就会会从从其其中中选选出出能能够够正正确确组组合合出出句句子子所所需需要要的的词词语语

（（知知识识句句））保保存存到到整整句句个个人人识识别别库库中中。。对对于于近近期期重重复复使使用用的的句句

子子或或字字词词，，自自动动放放入入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或或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中中永永久久保保存存。。  
  另另外外，，在在输输入入并并送送出出后后，，系系统统会会将将输输入入过过的的整整句句内内容容（（2200
个个汉汉字字以以内内））自自动动保保存存到到临临时时词词库库中中。。重重复复使使用用的的临临时时词词还还会会

转转存存到到用用户户词词语语库库中中，，相相当当于于““自自动动造造词词””。。  
注注意意：：若若用用户户希希望望隐隐私私语语句句不不被被记记录录，，可可选选择择〖〖高高级级选选项项〗〗

〖〖智智能能规规则则〗〗〖〖禁禁止止自自动动记记忆忆>>44 字字词词语语〗〗。。

  

  
  二二、、直直接接取取词词造造词词  

  

  

  11．．直直接接在在屏屏幕幕上上取取词词造造词词  
  快快 键键””点点击击  

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框框选选””一一个个词词组组（（选选择择一一个个区区域域）），，然然后后按按

捷捷键键：：【【AAlltt++IInnss】】  或或““鼠鼠标标左左

  
【【AAlltt++IInnss】】，，或或用用鼠鼠标标点点击击““造造词词标标志志””即即可可立立即即完完成成造造词词。。  
  造造词词键键：：【【AAlltt++IInnss】】  
  

②用“鼠标左键”点这里

③自动生成标准编码

①首先框选造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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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①① 少少一一个个字字符符，， 多多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

 
  

 ②②刚刚刚刚打打 自自然然码码并并且且还还没没有有用用键键盘盘时时，， 好好先先按按一一下下““复复

制制””获获取取内内容容（（因因输输入入法法还还没没与与当当前前窗窗口口挂挂钩钩）），，只只有有输输入入过过

一一个个字字，，或或移移动动一一下下光光标标之之后后才才能能不不需需要要事事先先复复制制。。  
  ③③在在 WWoorrdd 下下可可以以选选择择一一个个列列块块（（多多行行词词组组、、立立体体词词组组））。。

方方法法是是先先按按住住【【AAlltt】】键键，，然然后后用用鼠鼠标标拖拖动动。。

  
  

④④使使用用双双提提示示行行时时，，缓缓冲冲行行中中如如果果有有内内容容，，则则不不能能造造屏屏幕幕

上上的的词词，，只只能能是是将将缓缓冲冲行行内内容容造造词词（（相相当当于于缓缓冲冲行行造造词词））。。  
  ⑤⑤自自造造词词编编码码是是根根据据当当前前编编码码方方案案自自动动产产生生的的，，如如果果句句子子

中中间间夹夹有有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或或符符号号，，则则会会转转入入““自自定定义义编编码码造造词词””功功能能，，

等等待待用用户户输输入入编编码码（（会会显显示示一一个个跳跳过过英英文文和和符符号号的的编编码码））。。  
  ⑥⑥若若当当前前软软件件处处于于图图形形状状态态（（IIEE 下下会会有有此此情情况况））或或不不支支持持

【【CCttrrll++CC】】剪剪切切板板取取字字功功能能，，造造词词功功能能也也不不能能实实现现。。一一段段延延时时

之之后后系系统统会会提提示示““没没有有选选内内容容””。。
  

  

  22．．缓缓冲冲行行造造词词  
  先先将将内内容容输输入入到到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然然后后按按““造造词词键键【【AAlltt++IInnss】】””

或或““造造词词标标志志””

 3．剪切板造词 
  

  
  
  
  

 3．剪切板造词 
将将要要造造词词的的内内容容送送入入剪剪切切板板（（点点击击软软件件上上的的““复复制制””标标志志）），，

先先按按住住一一个个【【SShhiifftt】】键键不不放放，，然然后后再再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点点击击““造造词词标标

志志””。。此此时时无无论论缓缓冲冲行行或或屏屏幕幕上上是是否否框框选选了了内内容容，都，都不不予予理理睬睬，，

只只用用剪剪切切板板中中的的内内容容造造词词。。  
此此功功能能没没有有相相应应的的键键盘盘热热键键，，仅仅仅仅针针对对不不能能用用【【CCttrrll++CC】】

复复制制的的情情况况。。因因为为造造词词的的时时候候，，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发发送送【【CCttrrll++CC】】键键

复复制制屏屏幕幕内内容容，，极极个个别别特特殊殊的的软软件件不不但但【【CCttrrll++CC】】取取不不到到内内容容，，

而而且且还还会会清清掉掉当当前前屏屏幕幕上上的的汉汉字字。。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下下就就需需要要使使用用这这个个

功功能能，，而而通通常常情情况况下下不不会会用用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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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自自定定义义编编码码造造词词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DDeell】】  或或““鼠鼠标标右右键键””点点击击  
  与与普普通通的的““取取词词造造词词””功功能能类类似似，，先先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框框选选所所要要的的

内内容容，，然然后后按按【【AAlltt++DDeell】】，，或或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点点击击““造造词词标标志志””。。

修修改改或或重重新新输输入入希希望望的的编编码码，， 后后按按回回车车确确定定。。  
  
  
  
  
  
  
  自自定定义义的的编编码码通通常常是是 22~~44 个个，，若若只只定定义义两两个个的的话话就就很很容容易易

与与普普通通单单字字重重码码而而不不能能直直接接看看到到（（需需要要按按【【TTaabb】】才才能能看看到到）），，

建建议议使使用用 33 个个以以上上编编码码。。编编码码中中第第一一个个必必须须是是字字母母，，后后面面可可以以

是是““,,..//;;’’””符符号号中中的的一一个个，，但但不不能能是是数数字字或或其其他他符符号号。。编编码码尽尽量量

不不超超过过 44 个个，，超超过过后后会会保保存存到到““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中中，，与与自自动动学学习习

的的词词放放在在一一起起，，不不能能手手工工编编辑辑修修改改，，且且只只能能在在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中中使使

用用。。  
  

出四四、、直直接接送送出并并造造词词  
快快捷捷键键：：【【CCttrrll++EEnntteerr】】  （（CCttrrll++回回车车））  
通通常常将将缓缓冲冲行行中中的的内内容容送送出出后后，，就就会会同同时时记记录录到到临临时时词词库库

中中。。

  

但但是是必必须须重重复复使使用用后后才才会会永永久久保保存存（（相相当当于于自自动动造造词词））。。

若若希希望望当当时时就就立立即即保保存存并并送送出出，，可可用用这这个个方方法法操操作作。。  
  
  
  

直直接接送送出出并并造造词词的的编编码码就就是是输输入入的的编编码码，，但但如如果果句句子子中中含含

有有简简码码、、英英文文、、数数字字或或符符号号，，则则会会重重新新生生成成默默认认编编码码。。  
比比如如：：““vveelliiuuii  ccccttvv  jjxxmmuuzzuu””==““这这里里是是 CCCCTTVV 节节目目组组””  
  

②用“鼠标右键”点这里

默认编码是前三末一，若不修

改，按回车确认，【Esc】放弃。

① 先框选造词内容首



五五、、特特殊殊编编码码强强制制造造词词（（特特殊殊用用法法不不推推荐荐使使用用））  
  当当输输入入了了一一个个简简码码编编码码，，以以为为这这个个编编码码会会有有一一个个简简码码词词对对

应应，，但但实实际际上上却却没没有有找找到到。。这这时时可可以以进进入入强强制制编编码码造造词词功功能能，，

相相当当于于保保留留编编码码来来造造词词。。此此方方法法与与先先输输入入到到缓缓冲冲行行或或屏屏幕幕上上再再

取取词词造造词词功功能能来来说说，，可可以以省省略略重重新新编编码码的的步步骤骤。。但但是是因因为为造造词词

状状态态是是特特殊殊的的，，没没有有缓缓冲冲行行修修改改能能力力，，必必须须要要逐逐个个字字词词输输入入（（否否

则则

11．．直直接接强强制制造造词词  
造造词词键键：：【【SShhiifftt++TTaabb】】  或或  【【小小键键盘盘++】】（（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下下））  
先先输输入入所所造造词词组组的的编编码码，，可可以以是是 22～～66 个个字字母母，，然然后后按按““造造

有有可可能能混混乱乱）），，因因此此不不建建议议初初学学用用户户学学习习和和使使用用此此功功能能。。  
  

  
词词键键””进进入入造造词词状状态态，，输输入入词词组组，，再再按按【【SShhiifftt++TTaabb】】或或【【回回车车

键键】】确确认认。。如如果果不不小小心心误误入入，，可可按按【【EEsscc】】退退出出。。  
  如如：：““ccccccaaaa””==““美美国国大大华华府府同同乡乡会会协协会会””

  

  

  
  
  
  
  
  

  

  
造

①先输入编码
②然后按造词键

③输入造词内容

④以后就能直接使用了

造词词输输入入中中【【空空格格】】、、【【TTaabb】】（（制制表表符符））和和【【CCttrrll++MM】】（（换换

行行符符））可可以以加加在在词词组组中中。。  

  22．．字字词词方方式式下下专专用用造造词词功功能能  
  

①①按按【【==】】进进入入多多字字词词造造词词状状态态  
  ②②按按【【--】】进进入入双双字字词词造造词词状状态态  
  ③③按按【【空空格格键键】】空空码码时时造造词词状状态态

整整

需需

  
  这这些些仅仅仅仅适适用用于于““字字词词方方式式””的的功功能能是是为为老老用用户户保保留留的的。。

句句或或语语句句用用户户可可对对输输入入内内容容直直接接选选择择和和修修改改并并自自动动保保存存，，无无

进进入入造造词词功功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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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节节  即即时时删删词词和和恢恢复复  
  一一、、即即时时删删词词  

  快快捷捷键键：：【【CCttrrll++数数字字】】（（连连击击两两次次））或或双双击击““鼠鼠标标右右键键””

  

  
  

  

  
  
  
  

用“鼠标右键”连续点击两次删除后就看不见了

内内部部词词组组（（基基础础字字词词、、扩扩充充字字词词、、基基础础词词语语、、扩扩充充词词语语库库、、

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中中的的字字词词仅仅仅仅是是做做了了删删除除标标记记，，并并没没有有真真正正从从词词

库库中中删删掉掉，，因因此此还还可可以以恢恢复复。。而而临临时时词词和和自自定定义义字字词词（（手手工工自自

造造词词））则则会会被被永永久久删删除除。。  
特特殊殊情情况况可可显显示示除除内内部部的的已已删删除除

词词组组（（需需选选〖〖基基础础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项项〗〗

〖〖规规则则〗〗〖〖显显示示已已删删除除字字词词项项〗〗））。。  
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一一个个编编码码的的前前三三个个单单字字））和和二二级级简简码码词词（（两两  

个个编编码码并并显显示示在在提提示示行行 右右端端的的双双字字词词））可可以以被被 后后一一次次使使用用

的的同同类类字字词词替替换换（（在在下下面面一一节节中中有有详详细细说说明明）），，除除非非完完全全找找不不

到到同同类类字字词词才才会会被被删删除除。。  
  

  二二、、恢恢复复已已删删除除字字词词  
对对于于内内部部已已删删除除词词组组，，只只要要按按照照原原来来的的编编码码重重新新输输入入并并送送

出出就就能能恢恢复复。。或或者者在在““显显示示已已删删除除字字词词项项””打打 的的情情况况下下，，调调

出出并并再再次双次双击击恢恢复复。。  
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如如果果被被删删除除就就会会缺缺失失而而无无法法补补回回，，需需要要特特别别注注意意，，

否否则则只只能能应应用用恢恢复复备备份份数数据据或或重重新新安安装装了了。。  
  
  
  
  被删的词组会自动排在后面，并且是浅蓝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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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节节  简简码码字字词词的的更更改改  
  一一、、简简码码字字的的更更改改  

  先先输输入入并并送送出出要要替替换换的的字字，，让让系系统统自自动动记记录录到到临临时时库库中中，，

再再重重复复此此字字的的首首码码（（替替换换字字应应在在第第 44 位位）），，然然后后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双双

击击待待换换字字两两次次，，替替换换字字就就被被换换到到待待换换字字的的位位置置上上了了。。  
热热键键：：【【CCttrrll++数数字字】】（（两两次次））  或或双双击击““鼠鼠标标右右键键””  
如如：：替替换换““过过””为为““各各””    

 

  
  
  
  
  
 
  
  

  以以上上操操作作过过程程为为：：①①输输入入““各各””并并

以以看看

送送出出；；②②输输入入““gg””（（可可

到到““各各””在在第第 44 位位））；；③③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双双击击““过过””（（第第二二位位））。。  
 注意事项： 
  ①①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只只有有 33 个个（（黑黑色色的的）），，后后面面的的是是临临时时字字词词。。  
  ②②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只只能能替替换换成成相相同同声声母母的的汉汉字字。。  
  ③③如如果果第第 44 位位不不是是单单字字，，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可可能能会会被被删删除除，，请请谨谨

慎慎操操作作。。  
  

二二、、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的的更更改改  
  先先输输出出一一个个““双双字字词词””，，使使其其排排到到一一级级简简码码的的第第 44 位位。。输输

入入编编码码，，然然后后在在简简码码词词上上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两两次次。。这这样样第第 44 位位的的双双字字

词词就就被被替替换换到到简简码码双双字字词词的的位位置置上上了了（（与与替替换换简简码码字字相相似似））。。  
  如如：：将将““局局面面”” 替替换换为为““简简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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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以上上操操作作过过程程为为：：①①输输入入““简简码码””并并送送出出；；②②输输入入编编码码““jj””  
看看到到““简简码码””在在第第 44 位位；；③③接接着着输输入入““mm””看看到到简简码码词词““局局面面””

在在 右端端；；④④用用鼠鼠标标右右右 键键双双击击““局局面面””即即可可完完成成替替换换。。  
 注意事项： 
  ①①简简码码字字词词只只能能用用相相同同声声母母的的字字词词替替换换。。如如果果希希望望替替换换成成

特特殊殊的的内内容容，，只只能能使使用用““简简码码字字词词修修改改工工具具””或或替替换换备备份份数数据据

中中的的文文件件，，然然后后恢恢复复数数据据。。  
  ②②空空的的二二级级简简码码词词也也可可以以添添加加，，方方法法与与替替换换一一样样，，先先输输入入

一一个个同同声声母母的的双双字字词词，，然然后后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在在行行尾尾应应该该出出现现简简

码码词词的的地地方方（（行行尾尾空空白白处处））双双击击即即可可。。  
  

第第六六节节  快快捷捷串串  
  快快捷捷串串是是指指可可用用【【`̀】】键键一一键键立立即即送送出出

的

鼠标右键点击

的字字符符串串或或常常用用语语句句（（可可含含汉汉字字、、

字字母母、、数数字字、、符符号号、、换换行行符符等等））。。

用用来来输输入入 常常用用的的一一个个字字符符串串。。  
  一一、、定定义义快快捷捷串串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键键上上的的默默认认定定义义是是““中中文文

点点（（．．））””，，如如定定义义了了快快捷捷串串中中文文

点点会会被被移移到到【【@@】】上上。。  
  11．．从从缓缓冲冲行行上上取取内内容容  

  当当缓缓冲冲行行中中内内有有内内容容时时，，按按

【【AAlltt++`̀】】就就将将缓缓冲冲行行内内容容定定义义为为快快捷捷串串。。  
  22．．从从屏屏幕幕上上取取内内容容  

  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框框选选一一段段内内容容，，然然后后按按【【AAlltt++`̀】】：：  
  
  
  
  如如果果当当前前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没没有有框框选选任任何何内内容容，，缓缓冲冲行行上上也也没没内内容容

的的话话，，就就会会自自动动从从剪剪切切板板中中读读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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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①①快快捷捷串串 多多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定定义义时时多多出出的的

汉汉字字或或字字符符会会被被截截掉掉。。  
  ②②快快捷捷串串可可以以重重复复定定义义，，但但只只有有 后后的的一一个个有有效效，，后后定定义义

的的快快捷捷串串会会自自动动取取代代前前面面的的快快捷捷串串。。  
  ③③如如果果是是在在 WWoorrdd 下下，，可可以以支支持持多多行行字字串串（（按按住住【【AAlltt】】拖拖

出出一一个个多多行行段段，，然然后后按按【【AAlltt++`̀】】定定义义快快捷捷串串））。。  
  ④④快快捷捷串串只只有有在在单单独独输输入入的的时时候候，，才才能能有有效效。。就就是是说说，，即即

使使已已经经定定义义了了快快捷捷串串，，在在语语句句编编码码输输入入中中，，【【`̀】】仍仍然然是是中中文文点点

““．．””，，【【@@】】也也仍仍然然是是全全角角空空格格““  ””。。  
  ⑤⑤如如果果没没有有框框选选内内容容，，剪剪切切板板中中也也没没有有内内容容，，或或剪剪切切板板中中

的的内内容容不不是是文文本本类类型型，，就就会会自自动动清清除除快快捷捷串串。。  
  

  二二、、清清除除快快捷捷串串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

  

  
  
  

 注意事项： 
  ①①快快捷捷串串被被清清除除后后，，【【`̀】】和和【【@@】】上上原原来来定定义义的的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也也相相应应被被还还原原。。  
  ②②若若没没有有定定义义过过快快捷捷串串，，或或已已经经被被删删除除，，则则操操作作无无效效，，且且

无无任任何何提提示示。。  
  

第第七七节节  汉汉字字信信息息  
  一一、、提提示示行行上上汉汉字字的的信信息息  

  汉汉字字输输入入中中，，如如果果希希望望知知道道某某汉汉字字的的标标准准读读音音等等信信息息，，将将

鼠鼠标标指指针针放放到到字字上上，，就就会会看看到到同同音音字字、、拼拼音音、、五五笔笔（（需需要要预预先先

安安装装五五笔笔数数据据文文件件））、、机机内内码码等等信信息息。。  
  
  

鼠标放字上 



  二二、、提提示示行行上上字字词词的的扩扩充充信信息息  
  先先按按住住一一个个【【SShhiifftt】】（（左左、、右右均均可可）），，再再将将鼠鼠标标放放在在字字词词

上上。。可可看看到到频频度度、、词词库库名名称称和和状状态态信信息息。。  
状状态态信信息息有有：：““删删除除、、简简码码、、加加形形、、切切形形、、不不完完整整词词””等等。。  

  
  
  
  
  
  
 

先按住一个

【Shift】键 

 
  

  三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属性

三、、屏屏幕幕上上汉汉字字和和字字符符的的信信息息

  
  

快快捷捷键键：：【【CCttrrll++小小键键盘盘//】】  
先先在在屏屏幕幕上上框框选选一一个个汉汉字字或或字字

符符

意事项： 
，，然然后后按按【【CCttrrll++小小键键盘盘//】】。。  

注

  ①①框框选选的的内内容容只只能能是是一一个个汉汉字字

或或一一个个英英文文字字符符。。

 
  

 ②②框框选选内内容容可可以以是是任任意意汉汉字字或或

字字符符（（包包括括不不可可见见字字符符））。。  
  ③③如如果果框框内内的的不不是是汉汉字字，，只只显显

示示““内内码码””（（1166 进进制制））。。  
  
  
  
  
  
  
  
  
  

鼠标右键点击

只有同音字例，没有拼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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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八节节  调调整整频频度度及及优优先先顺顺序序  
  自自然然码码中中字字和和词词的的频频度度有有 00～～6600 级级。。  由由于于目目前前词词库库中中词词组组

的的频频度度是是依依据据通通用用语语料料统统计计出出来来的的，，其其使使用用频频度度并并不不能能覆覆盖盖不不

同同专专业业和和不不同同习习惯惯，，因因此此用用户户需需要要对对自自己己常常用用的的某某些些字字词词的的频频

度度作作调调整整。。  
  

一一、、手手动动调调

  

  

如如果果需需要要使使用用键键盘盘操操作作，，需需要要选选

频频  
操操作作方方法法：：按按住住【【SShhiifftt】】用用鼠鼠标标左左右右键键加加减减频频度度  

  
  
  
  

  

用用〖〖基基础础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

项项〗〗〖〖其其他他〗〗〖〖使使用用  SShhiifftt++数数字字  调调频频〗〗选选项项。。  
增增加加频频度度键键：：【【左左 SShhiifftt++数数字字】】  
降降低低频频度度键键：：【【右右 SShhiifftt++数数字字】】  
  注注意意事事项项：：  

①①先先后后顺顺序序是是由由前前后后词词的的频频度度来来决决定定的的，，由由于于前前后后词词的的频频

度度差差可可能能较较大大，，有有时时需需多多次次操操作作才才能能改改变变顺顺序序，，未未必必一一次次成成功功。。  
  ②②自自造造词词的的频频度度是是固固定定的的，，不不能能调调节节。。如如果果需需要要改改变变顺顺序序

只只能能是是通通过过改改变变前前后后词词组组的的频频度度来来达达到到目目的的。。

③③临临时时词词和和智智能能组组合合的的词词组组频频度度也也是是相相对对固固定定的的。。  
④④被被调调整整的的字字词词在在第第一一页页的的时时候候才才会会看看到到顺顺序序有有变变化化。。    

  二二、、优优先先顺顺序序  
  11．．前前级级字字词词滞滞后后  
前前面面出出现现在在第第一一位位的的字字词词，，  

  
  
  
  

  
在在继继续续输输入入下下一一个个编编码码或或辅辅助助  
码码时时强强制制放放在在后后面面。。  

〖基础菜单〗〖高级选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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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如如：：““wwuu””==““无无””，，““wwuuaa””==““五五””

  
  

  
  
  
  
  
  
  

顺顺序序。。因因为为语语句句方方式式已已有有临临时时词词重重复复记记忆忆功功能能，，主主要要依依赖赖  
注注意意：：一一级级简简码码不不会会前前级级滞滞后后，，如如果果希希望望与与二二级级汉汉字字不不同同，，

可可以以调调换换一一级级汉汉字字，，但但不不建建议议这这样样做做。。  

22．．允允许许利利用用临临时时词词快快速速提提高高常常用用字字词词位位置置  
凡凡是是输输入入过过的的字字词词，，均均会会自自动动保保存存为为临临时时词词。。临临时时词词的的频频

  

度度增增长长速速度度是是普普通通字字词词自自动动调调整整的的 1100 倍倍。。分分别别为为““1100、、2200、、3300、、
4400””，，每每使使用用一一次次，，频频度度值值增增加加 1100。。  

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方方式式下下，，千千万万不不要要养养成成手手工工调调整整频频度度或或顺顺序序逐逐

个个选选择择字字词词的的习习惯惯。。因因为为即即便便其其首首选选词词频频度度都都是是 优优的的，，也也不不

可可能能在在同同音音词词里里面面只只用用第第一一个个而而不不用用后后面面的的其其他他词词组组。。如如果果真真

的的能能不不用用其其他他词词组组，，那那就就只只保保留留一一个个就就够够了了，，也也就就不不存存在在重重码码

问问题题了了。。

使用时尽可能使用组合词组或短语，只有超过一定数量的

  
使用时尽可能使用组合词组或短语，只有超过一定数量的

汉汉字字组组合合后后才才会会真真正正降降低低重重码码，，减减少少选选择择的的可可能能。。所所谓谓““首首选选

词词效效率率””都都是是针针对对字字词词方方式式逐逐个个选选词词而而言言的的，，对对于于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

输 法并不适用。 
尽

输入入法并不适用。 
尽管管临临时时词词是是““快快速速调调频频””，，但但仍仍不不是是像像某某些些字字词词类类输输入入

法法那那样样““立立即即调调频频””。。““立立

之之完完

即即调调频频””会会不不断断变变换换字字词词位位置置，，使使

全全无无规规律律，， 终终造造成成必必须须““看看屏屏输输入入””的的弊弊病病。。  
  
  

增加辅助码后，频度高的“无”放在了后面

辅助码都是”纟“，原来在前面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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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允允许许 44 键键重重码码，，词词组组优优先先  
单单字字加加两两个个辅辅助助码码后后会会与与双双字字词词发发生生重重码码，，因因为为词词组组的的使使

用用概概率率较较单单字字高高，，所所以以默默认认词词组组优优先先（（用用【【TTaabb】】可可改改变变））。。  

如如果果用用户户有有特特殊殊需需求求，，单单字字的的使使用用率率高高于于词词组组的的话话，，可可以以

关关闭闭

  
  
  
  
  

这这个个选选项项。。关关闭闭之之后后，，字字词词是是按按照照实实际际的的频频度度值值来来排排列列的的，，

频频度度高高的的在在前前面面。。如如对对顺顺序序不不满满意意，，可可以以通通过过手手动动调调整整频频度度的的

方方法法来来改改变变顺顺序序。。  
  三三、、自自动动调调频频  
如如果果选选用用了了〖〖允允许许全全加加临临时时词词并并调调频频〗〗，，就就不不用用再再选选〖〖允允

许许自自动动调调整整词词组组频频度度〗〗了了，，因因为为临临时时词词的的频频度度调调整整会会比比普普通通调调

整整快快很很多多。。  
这这个个选选项项主主要要是是为为字字词词方方式式下下使使用用的的。。因因为为字字词词方方式式下下需需

要要逐逐个个选选择择词词组组，，效效率率的的高高低低完完全全依依赖赖先先后后顺顺序序。。而而在在整整句句或或

语语句句方方式式下下主主要要是是利利用用组组合合词词组组和和短短语语来来达达到到减减少少选选择择重重码码

的的，，没没必必要要使使用用自自动动调调频频。。  
  
  

第第九九节节  韵韵音音例例字字
  初初学学双双拼拼时时，，常常常常会会忘忘掉掉某某些些韵韵母母在在什什么么键键上上。。可可以以贴贴一一

  

张张键键位位对对照照图图在在屏屏幕幕边边或或显显示示一一个个键键位位图图在在屏屏幕幕上上。。过过去去曾曾经经

提提供供给用户一种贴给用户一种贴 键盘上的“键贴”。但后来发现，用户对

“

在在键盘上的“键贴”。但后来发现，用户对

“键键贴贴””或或““键键位位图图””有有很很强强的的依依赖赖性性，，一一旦旦习习惯惯后后会会不不自自觉觉

的的去去看看这这个个图图，，造造成成双双拼拼掌掌握握速速度度很很慢慢的的情情况况。。

其其实实双双拼拼只只有有为为数数不不多多的的几几个个韵韵母母是是不不容容易易记记忆忆

  
的的，，不不像像

形形码码那那样样复复杂杂，，完完全全没没有有必必要要看看图图。。只只要要用用【【[[】】调调出出““韵韵音音例例

字字””就就可可以以了了（（参参考考《《新新华华字字典典》》““汉汉语语拼拼音音音音节节索索引引””设设计计

的的）），，完完全全可可以以摆摆脱脱与与汉汉语语拼拼音音的的对对照照关关系系。。  

单字被强行滞后

【Tab】改变顺序



  一一、、临临时时查查看看韵韵母母键键位位

  
  

操操作作键键：：【【[[】】  
只只有有当当一一个个编编码码时时才才有有效效，，否否则则是是缓缓冲冲行行内内容容向向前前移移动动或或

提提

如如：：““强强””字字：：先先输输入入““qq””（（不不知知道道韵韵母母在在哪哪个个键键上上））；；

示示行行向向前前翻翻页页功功能能。。  
  
按按【【[[】】键键；；提提示示行行上上出出现现与与这这个个字字读读音音相相同同的的典典型型汉汉字字和和相相应应

的的韵韵母母键键位位：：（（若若不不在在第第一一页页，，可可用用【【]]】】向向后后翻翻页页））。。  
  

  
  

  
  
  
  

    

二二、、固固定定为为默默认认方方式式  
  如如果果是是第第一一次次使使用用自自然然双双拼拼，，可可

能能完完全全不不知知道道韵韵母母键键位位，，为为了了避避免免每每

次都次都按按【【[[】】键键，，可可将将〖〖一一级级简简码码韵韵

音音例例字字〗〗设设置置为为默默认认方方式式。。

设设定定键键：：【【[[】】按按住住超超过过一一秒秒钟钟  

先先将将当当前前提提示示行行

  
  

  

调调整整到到希希望望的的样样子子，，然然后后按按住住【【[[】】一一会会儿儿，，

会会听听到到一一个个警警告告音音后后，，之之后后就就锁锁定定了了。。  
注意事项： 
  ①①““韵韵音音例例字字””功功能能只只能能当当作作辅辅助助功功能能来来用用，，切切不不可可长长期期

使使用用，，以以免免形形成成依依赖赖性性，，成成为为今今后后的的负负担担。。  
  ②②““韵韵音音例例字字””设设默默认认后后，，可可按按【【[[】】回回到到普普通通简简码码状状态态。。  
  ③③只只有有第第一一个个字字可可用用““韵韵音音例例字字””查查看看，，其其他他位位置置处处仍仍然然

是是一一级级简简码码字字。。  
  ④④学学习习双双拼拼并并非非一一定定要要对对照照全全拼拼，，直直接接记记忆忆双双拼拼韵韵母母的的键键

位位学学习习，，效效果果可可能能更更好好、、更更快快。。  

正常情况时 “强”的韵母是d 韵音例字时

【]】翻页之后

〖基础菜单〗〖高级选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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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节节  输输出出转转换换  
一、简繁输 换 

  

一、简繁输出出转转换 
  

切

  
  

切换换键键：：【【CCttrrll++SShhiifftt++]]】】  
  

繁繁体体分分 GGBBKK 繁繁体体与与 BBIIGG55 繁繁体体，，GGBBKK
繁繁体体是是国国内内通通用用的的内内码码，，而而 BBIIGG55 是是台台湾湾通通

用用的的内内码码。。在在 WWiinn  9988 或或更更早早的的系系统统上上有有时时

会会看看到到台台湾湾繁繁体体为为乱乱码码，，目目前前因因为为 XXPP 系系统统

下下已已经经通通用用了了 UUnniiccooddee 方方式式，，所所以以 GGBBKK 繁繁

体体与与 BBIIGG55 繁繁体体看看不不出出区区别别，，只只有有在在

WWiinn9988//MMee 下下才才会会不不同同。。  
这这种种方方式式在在提提示示行行上上看看到到的的仍仍然然是是简简

体体，，而而输输出出之之后后才才能能看看到到繁繁体体。。主主要要是是针针对对

对对繁繁体体不不熟熟悉悉的的用用户户，，不不知知道道““於於、、于于””、、

““隻隻、、只只””、、““后后、、後後””应应该该用用哪哪个个的的情情况况。。

缺缺点点是是有有可可能能自自动动转转换换出出的的繁繁体体不不标标准准。。  
  

二二、、汉汉字字转转拼拼音音等等其其他他形形式式  
  可可以以将将输输出出内内容容转转换换成成多多种种形形式式送送出出，，用用于于不不同同的的特特殊殊场场

合合需需要要。。如如：：““转转换换后后的的送送出出结结果果””：：  
转繁体 轉換後的送出結果 
转无调全拼 zhuanhuanhoudesongchujieguo 
转汉字拼音 zhuǎ nhuànhòudesònɡ chū jiéɡ uǒ  
转带调全拼 zhuan3huan4hou4de5song4chu1jie2guo3 
转当前编码 vrhrhbdessiujxgo 

转机内码源码 D7AABBBBBAF3B5C4CBCDB3F6BDE1B9FB 

转 Unicode 源码 6C8F62630E5484760190FA51D37E9C67 

〖基础菜单〗〖高级选项〗〖其他〗

按住【Shift】后用鼠标左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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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一一节节  繁繁体体字字输输入入  
如如果果仅仅仅仅要要用用繁繁体体写写普普通通信信或或通通知知，，并并非非进进行行繁繁体体或或古古文文

整整理理，，可可先先输输入入简简体体，，然然后后用用简简繁繁转转换换功功能能将简体转换成

繁繁体体

将简体转换成 GGBBKK
，，或或在在““基基础础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项项〗〗〖〖输输出出转转换换〗〗中中选选〖〖→→

GGBB//K 繁繁〗〗进进行行实实时时转转换换。。但但如如果果是是编编写写或或整整理理古古文文，，或或发发表表繁繁

体体文文

K
章章，，在在这这样样要要求求高高的的情情况况下下，，用用转转换换的的方方

一一、、港港台台

法法就就不不行行了了。。  
標標準準繁繁體體  

  切切换换键键：：【【AAlltt++SShhiifftt++]]】】
要要求求使使用用台台湾湾通通用用的的 BBII

  
GG55 繁繁体体文文字字，，并并遵遵照照港港台台现现行行文文字字

和和语语言言习习惯惯。。

 

  

  
  
  

  
  
  
  
  

  

  
 
  
  
  

用鼠标左键单击 左上角带F

  
  
  
  
  

〖基础菜单〗〖高级选项〗〖基础〗

所有繁体词库都

核对，并非

是独立的，并经过

简单从简体转换而成

  

普普通通输输入入法法的的繁繁体体一一般般都都是是丛丛简简体体转转换换出出来来的的，，特特别别是是用用

WWoorrdd 或或其其它它软软件件转转换换出出来来的的繁繁体体，，经经常常会会出出现现用用错错汉汉字字的的情情

况况。。目目前前还还没没有有其其他他比比自自然然码码更更好好的的使使用用普普通通拼拼音音或或双双拼拼的的繁繁

体体输输入入法法。。要要用用标标准准的的港港台台繁繁体体，， 好好用用自自然然码码提提供供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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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编编写写或或整整理理古古文文

  
  

台台湾湾 BBIIGG55 标标准准繁繁体体只只有有一一万万三三千千左左右右汉汉字字，，不不像像 GGBBKK 繁繁

体体有有两两万万多多汉汉字字。。另另外外台台湾湾繁繁体体也也经经过过了了部部分分简简化化，，与与古古代代繁繁

体体也也有有很很大大出出入入。。  
  需需要要多多项项设设定定：：  

①①屏屏蔽蔽主主库库单单字字  
②②屏屏蔽蔽主主库库词词组组  
③③打打 GGBBKK 繁繁体体词词  

  ④④打打 GGBBKK 繁体字 
⑤

繁体字 
⑤关关闭闭其其他他所所有有简简体体词词库库  
⑥⑥关关闭闭〖〖黑马马整整句句处处理理黑

⑥⑥还还要要  ““清清除除个个人人临临时时

〗〗  
词词

库库内内容容””和和““清清除除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

内内容容””。。  

由由于于这这种种使使用用方方式式是是极极为为特特殊殊的的，，因因此此没没有有提提供供方方便便的的切切

  
  
  
  
换换功功能能。。如如果果确确实实需需要要经经常常使使用用，，可可以以利利用用““用用户户习习惯惯选选择择””

给给这这些些设设定定安安排排一一个个特特殊殊的的习习惯惯。。  

有有时时忘忘了了某某字字的的确确切切写写法法，，仅仅仅仅知知道道是是某某个个词词的的前前字字或或后后

  

第第十十二二节节  词词中中选选字字  
  
字字，，利利用用本本功功能能可可从从词词组组中中挑挑选选出出所所需需要要的的字字。。  

  一一、、词词中中选选前前字字    
操操作作键键：：按按一一下下【【左左 SShhiifftt】】并并放放 ，，然然后后选选择择  

  
  
  
  
  

“褂子”的“褂”，先按【Shift】放开后用【;】或【2】

先按【Shift】，放开后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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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词词中中选选后后字字  
操操作作键键：：按按两两下下【【右右 SShhiifftt】】并并放放 ，，然然后后选选择择  

如如果果没没有有在在〖〖扩扩充充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项项〗〗〖〖热热键键设设置置〗〗中中设设

置置〖〖右右 SShhiifftt 临临时时英英文文〗〗，，则则只只

  
  

  

  

需需要要按按一一次次就就可可以以。。  
  “桑葚”的“葚” 

  
  

“邋遢”的“遢”

以以前前某某些些输输入入法法由由于于没没有有辅辅

字字的的

助助码码功功能能，，就就采采用用这这种种以以词词定定

方方法法来来输输入入单单字字。。这这虽虽然然比比翻翻页页选选字字要要快快一一些些，，但但相相对对辅辅

助助码码定定字字还还是是麻麻烦烦了了许许多多。。现现在在词词中中选选字字的的功功能能仅仅仅仅是是用用在在知知

道道某某字字读读音音，，但但不不知知道道应应该该是是哪哪个个字字的的时时候候。。  

第第十十三三节节  语语音音提提示示  
利利用用语语音音提提示示功功能能，，可可以以大大大大减减少少误误击击键键，，提提高高输输入入的的正正

  

  
确确率率。。此此功功能能在在

〖〖基基础础菜菜单单〗〗

〖〖高高级级选选项项〗〗

中中。。  
  
    

用鼠标右键点

击可查看具体

用法与说明 

不用

所

时可关闭

开关，不用消除

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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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输输入入提提示示音音  
11．．待待输输出出延延时时预预提提示示（（仅仅整整句句或或语语句句方方式式））  
  输输入入过过程程中中若若停停顿顿超超过过 11 秒秒钟钟，，就就会会朗朗读读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内内容容，，

以以便便了了解解将将要要输输出出的的内内容容是是否否正正确确（（延延时时时时间间可可在在选选项项中中调调

整整

  二二、、中中文文、、英英文文输输出出音音  
  送送出出至至缓缓冲冲行行或或上上屏屏时时朗朗读读内内容容。。  

  

））。。  
22．．汉汉字字输输出出即即时时提提示示（（仅仅字字词词方方式式））  
当当汉汉字字输输出出上上屏屏后后，，立立即即朗朗读读输输出出内内容容。。  

  

  三三、、键键入入及及修修改改提提示示音音  
  11．．编编码码击击键键音音  
朗朗读读击击键键时时编编码码的的英英文文字字母母读读音音。。

22．．朗朗读读选选择择内内容容  
朗朗读读选选择择重重码码

  

时时的的所所选选汉汉字字读读音音。。  
33．．双双拼拼声声韵韵音音  
朗朗读读双双拼拼声声  韵韵汉汉语语语语音音（（如如：：““勒勒昂昂德德吴吴诗诗汪汪坡坡因因…………””））。。 
44．．大大键键盘盘音音  
当当输输入入大大键键盘盘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数数字字符符号号时时发发音音。。  
55．．小小键键盘盘音音  
当当输输入入小小键键盘盘数数字字和和符符号号时时发发音音。。    

  

  四四、、男男声声、、女女声声选选择择  
  目目前前只只有有女女声声是是自自主主录录制制的的完完全全真真人人发发音音，，标标准准普普通通话话，，

原原音音质质量量，，并并且且支支持持所所有有轻轻声声和和儿儿化化音音。。男男声声是是早早期期的的语语音音，，

音音质质不不高高，，并并且且轻轻声声和和儿儿化化音音支支持持不不好好。。建建议议采采用用默默认认的的女女声声。。  
由由于于本本软软件件主主要要功功能能是是输输入入法法，，并并没没有有在在语语音音功功能能上上花花力力量量进进

行行改改进进，，所所以以语语音音方方面面没没有有做做到到尽尽善善尽尽美美。。但但配配合合输输入入法法的的软软

件件功功能能却却非非常常细细致致周周到到，，非非其其他他语语音音朗朗读读软软件件可可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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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十十四四节节  智智能能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通通常常在在输输入入逗逗号号、、句句号号的的

时时候候都都需需要要切切换换到到英英文文状状态态

下下。。如如果果是是财财会会人人员员，，经经常常需需要要

输输入入数数字字和和标标点点，，如如：：““1122,,334455..0000
元元””等等就就很很麻麻烦烦，，来来回回切切换换输输入入

法法很很不不方方便便。。使使用用智智能能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后后完完全全可可以以不不必必进进行行切切换换。。刚刚刚刚

输输入入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数数字字之之后后，，紧紧跟跟着着

的的““++  --  **  ==  ,,  ..””是是英英文文的的，，而而普普通通输输入入汉汉字字之之后后的的标标点点就就会会是是中中

文文的的。。

  
  
  
  

第

  

第十十五五节节  输输出出方方式式  
一一、、全全标标准准输输出出模模式式

  
  

完完全全兼兼容容系系统统环环境境的的系系统统

底底层层输输出出方方式式。。WWiinn  99XX//MMee 下下

为为单单

  
字字节节方方式式，，WWiinn  NNTT//22KK//XXPP

下下为为 UUnniiccooddee 双双字字节节方方式式。。  
  二二、、仿仿消消息息输输出出模模式式  

  用用于于解解决决在在 WWIINN22000000//XXPP 中中某某些些早早期期的的应应用用软软件件不不能能支支持持

UUnniiccooddee 双双字字节节汉汉字字问问题题（（需需将将““用用 UUnniiccooddee 内内码码”” 关关关关掉掉））。。  
  这这个个模模式式会会造造成成在在 WWoorrdd 中中输输入入汉汉字字后后出出现现乱乱码码字字符符，，一一

般般情情况况下下不不要要使使用用。。  
  三三、、剪剪切切板板输输出出模模式式  

  自自动动将将待待输输出出内内容容保保存存到到剪剪切切板板，，然然后后模模仿仿【【CCttrrll++CC】】将将

内内容容““粘粘贴贴””到到当当前前窗窗口口中中。。可可以以选选择择是是否否使使用用 UUnniiccooddee 内内码码，，

用用于于特特殊殊情情况况下下的的输输出出。。  

〖基础菜单〗〖高级选项〗〖其他〗



  第第七七章章  扩扩充充功功能能  
（（普普及及版版不不支支持持以以下下功功能能））  

第第一一节节  自动动学学习习  自

  一一、、整整句句智智能能学学习习（（文文风风学学习习））  
  自自然然码码可可以以对对磁磁盘盘文文件件中中的的文文字字、、当当前前屏屏幕幕上上的的文文字字、、剪剪

切切板板中中的的文文字字实实时时进进行行学学习习。。““智智能能学学习习””相相当当于于用用当当前前输输入入

方方法法对对这这些些内内容容重重新新输输入入了了一一遍遍，，在在输输入入同同时时，，将将系系统统中中没没有有

的的字字词词或或者者会会发发生生搭搭配配错错误误的的字字词词及及词词语语保保存存起起来来，，相相当当于于自自

动动造造词词的的过过程程。。  
  方方法法是是：：先先在在屏屏幕幕上上选选一一段段内内容容，，如如全全选选可可按按【【CCttrrll++AA】】，，

然然后后选选〖〖扩扩充充菜菜单单〗〗〖〖扩扩充充工工具具〗〗〖〖智智能能学学习习工工具具〗〗中中的的〖〖整整

句句智智能能学学习习〗〗，，或或者者直直接接按按学学习习快快捷捷键键。。  
快快捷捷键键：：【【AAll  tt++↑↑】】

  
  

  

  

  
  
  
  
  

  
  
  
  
  学学习习中中会会有有进进度度提提示示。。如如果果将将鼠鼠标标指指针针放放到到提提示示行行上上，，将将

会会看看到到学学习习中中自自动动提提取取出出来来的的词词语语。。  
注注意意：：为为了了减减少少学学习习产产生生的的词词量量，，只只会会学学习习语语句句中中不不能能匹匹

配配的的内内容容，，忽忽略略本本来来就就正正确确的的内内容容。。即即如如果果智智能能识识别别有有误误，，就就

会会将将正正确确的的学学进进去去，，而而已已经经是是正正确确的的就就不不会会学学进进去去了了。。  

用鼠标右键单击

选择这里将决定是

从什么途径读取

有些 章在行尾有强行

换行符。忽略单换行符可

以避免误将上下两行之

间的词组分开处理。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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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整整句句直直接接学学习习

快快捷捷键键：：【【

  
AAlltt++SShhiifftt++↑↑】】  

用用于于学学习习不不需需要要分分析析的的文文字字材材料料。。比比如如““辞辞典典、、整整理理好好的的

单单位位名名称称、、单单位位人人名名、、EExxcceell 表表格格中中的的分分 的的内内容容、、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

的的词词库库””等等等等。。  
被被学学习习内内容容可可以以是是任任意意的的文文章章或或词词组组库库，，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滤滤除除

英英文文、、符符号号和和数数字字，，将将其其中中连连续续的的汉汉字字添添加加到到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中中。。

学学习习时时会会自自动动调调用用已已打打 的的字字词词库库和和词词语语库库（（不不包包含含未未打打 的的

和和被被屏屏蔽蔽的的词词库库）），，检检查查要要添添加加的的词词语语是是否否已已经经存存在在，，自自动动滤滤

除除不不需需要要添添加加的的词词组组。。自自动动生生成成的的编编码码为为当当前前输输入入方方式式下下的的标标

准准编编码码。。适适合合学学习习各各种种已已经经整整理理好好的的带带有有编编码码其其他他编编码码格格式式（（全全

拼拼、、五五笔笔等等））的的词词库库内内容容。。  
  

  三三、、整整行行直直接接学学习习  
这这个个功功能能只只学学习习文文字字材料料中中的的纯纯汉汉字字部部分分，，如如果果希希望望将将材材材

料料中中的的英英文文、、字字母母或或符符号号也也学学到到词词库库中中，，就就需需要要用用整整行行学学习习功功

能能。。整整行行学学习习时时会会包包含含所所有有可可见见内内容容，，并并自自动动生生成成为为当当前前的的标标

准准编编码码。。格格式式为为每每行行一一个个词词组组，，长长度度为为 44～～550000 个个字字符符。。  
注注意意：：这这个个功功能能是是对对已已经经整整理理好好的的特特殊殊内内容容进进行行学学习习。。  

  四四、、整整行行简简码码学学习习  
这这是是针针对对特特殊殊要要求求的的整整行行学学习习功功能能，，其其编编码码自自动动生生成成为为全全

  

  
声声母母（（每每个个汉汉字字的的声声母母，，非非拼拼音音编编码码时时为为首首编编码码））。。由由于于仅仅仅仅

使使用用声声母母，，因因此此限限定定只只能能学学习习四四字字以以上上的的多多字字词词，，不不够够四四字字的的

词词组组会会被被自自动动忽忽略略。。  

注注意意：：这这个个功功能能是是对对已已经经整整理理好好的的特特殊殊内内容容进进行行学学习习。。  
  

  五五、、整整句句简简码码学学习习  
  这这是是针针对对特特殊殊要要求求的的整整句句学学习习功功能能，，其其功功能能与与““整整行行简简码码

学学习习””一一样样，，也也只只能能用用于于长长度度超超过过四四个个汉汉字字的的内内容容。。不不同同的的是是，，

它它不不是是按按整整行行学学习习，，会会自自动动从从空空格格或或非非汉汉字字处处分分 学学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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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整整行行带带码码学学习习

  
  

这这是是针针对对自自定定义义编编码码的的学学习习功功能能，，生生成成的的词词组组被被标标识识为为““简简

码码””属属性性，，使使用用中中不不能能被被非非标标准准音音模模糊糊处处理理。。  
其其格格式式：：前前面面是是大大于于 33 个个小小于于 112266 个个字字符符的的编编码码，，中中间间有有

一一空空格格隔隔 ，，后后面面是是词词组组内内容容。。长长度度为为 11～～550000 个个字字符符，，词词组组内内

容容中中可可包包含含任任何何字字符符。。  
  

  七七、、词词频频统统计计学学习习  
  这这个个功功能能是是针针对对自自动动生生成成的的词词库库进进行行后后处处理理的的，，这这一一功功能能

将将会会在在以以后后的的版版本本中中改改进进，，一一般般用用户户暂暂时时不不要要使使用用。。因因为为当当前前

词词库库中中字字词词的的频频度度是是与与词词语语库库（（知知识识库库））相相匹匹配配的的，，调调整整了了频频

度度，，反反而而会会使使整整句句输输入入时时的的正正确确率率下下降降。。  
  

  八八、、强强制制学学习习短短词词

  
  

这这个个也也是是生生成成词词库库时时使使用用的的，，是是为为了了在在学学习习中中忽忽略略长长词词组组

设设置置的的，，主主要要是是为为了了字字词词方方式式而而学学习习较较短短的的词词组组。。其其生生成成的的词词

库库只只有有六六字字以以内内，，需需要要词词频频统统计计和和淘淘汰汰等等后后续续处处理理之之后后才才能能应应

用用，，普普通通用用户户不不要要使使用用。。  
  

第第二二节节  字字词词库库增增删删整整理理工工具具
  

  

  

  
  
  
  
  

用鼠标右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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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个人人字字词词优优化化整整理理  
  自自动动滤滤掉掉有有问问题题的的字字词词，，自自动动滤滤掉掉当当前前系系统统已已经经存存在在的的重重

复复字字词词。。优优化化前前需需要要先先

备备份份当当前前用用户户数数据据（（含含

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内内容容））。。如如

果果已已经经备备份份过过或或不不希希

望望备备份份可可以以在在““另另存存

为为””对对话话框框时时选选““取取

消消””。。  
若若对对优优化化结结果果不不满满意意，，或或优优化化过过程程异异常常出出错错，，导导致致自自造造词词

丢失，可以恢复备份的数据（参看“第六章第第二二节节””内内容容））。。  丢失，可以恢复备份的数据（参看“第六章

优    优化化结结束束后后会会有有

相相应应的的提提示示，，建建议议立立即即

看看一一下下优优化化结结果果，，以以免免

意意外外情情况况发发生生。。  
  

  二二、、个个人人字字词词转转词词语语库库  
““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    文文件件名名是是

““ZZRR66AA..CCZZ””～～““ZZRR66FF..CCZZ””，，

为为纯纯文文本本文文件件，，可可以以用用文文本本编编辑辑

软软件件查查看看和和修修改改。。  
““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文文件件名名是是

““ZZRRWW3322AA..UUSSRR””～～““ZZRRWW3322FF..UUSSRR””，，为为压压缩缩

结结构构数数据据文文件件，，不不能能用用编编辑辑软软件件查查看看和和修修改改。。  
      文文件件名名中中的的““AA～～FF””是是对对应应的的编编码码方方案案。。中中文文简简体体““自自然然

双双拼拼、、四四通通双双拼拼、、全全拼拼、、混混拼拼””对对应应的的是是““AA””，，““自自然然五五笔笔””

对对应应的的是是““DD””，，台台湾湾繁繁体体““双双拼拼、、全全拼拼、、混混拼拼””对对应应““FF””。。  
注意事项： 

①①由由于于个个人人字字词词 大大长长度度都都是是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

而而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是是 225566 个个字字符符，，因因而而超超长长词词组组不不能能被被转转走走；；  

    

一、、个个人人字字词词优优化化整整理理  
  自自动动滤滤掉掉有有问问题题的的字字词词，，自自动动滤滤掉掉当当前前系系统统已已经经存存在在的的重重

复复字字词词。。优优化化前前需需要要先先

备备份份当当前前用用户户数数据据（（含含

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内内容容））。。如如

果果已已经经备备份份过过或或不不希希

望望备备份份可可以以在在““另另存存

为为””对对话话框框时时选选““取取

消消””。。  
若若对对优优化化结结果果不不满满意意，，或或优优化化过过程程异异常常出出错错，，导导致致自自造造词词

丢失，可以恢复备份的数据（参看“第六章第第二二节节””内内容容））。。  丢失，可以恢复备份的数据（参看“第六章

优优化化结结束束后后会会有有

相相应应的的提提示示，，建建议议立立即即

看看一一下下优优化化结结果果，，以以免免

意意外外情情况况发发生生。。  
  

  二二、、个个人人字字词词转转词词语语库库  
““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文文件件名名是是

““ZZRR66AA..CCZZ””～～““ZZRR66FF..CCZZ””，，

为为纯纯文文本本文文件件，，可可以以用用文文本本编编辑辑

软软件件查查看看和和修修改改。。  
““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文文件件名名是是

““ZZRRWW3322AA..UUSSRR””～～““ZZRRWW3322FF..UUSSRR””，，为为压压缩缩

结结构构数数据据文文件件，，不不能能用用编编辑辑软软件件查查看看和和修修改改。。  
      文文件件名名中中的的““AA～～FF””是是对对应应的的编编码码方方案案。。中中文文简简体体““自自然然

双双拼拼、、四四通通双双拼拼、、全全拼拼、、混混拼拼””对对应应的的是是““AA””，，““自自然然五五笔笔””

对对应应的的是是““DD””，，台台湾湾繁繁体体““双双拼拼、、全全拼拼、、混混拼拼””对对应应““FF””。。  
注意事项： 

①①由由于于个个人人字字词词 大大长长度度都都是是 551122 个个字字符符（（225566 个个汉汉字字）），，

而而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是是 225566 个个字字符符，，因因而而超超长长词词组组不不能能被被转转走走；；  

A~I按顺序对

应编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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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个个人人字字词词频频度度固固定定为为 4400，，转转入入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后后频频度度统统一一被被设设

置置为为 1100，，若若希希望望提提高高频频度度，，只只能能是是在在使使用用中中增增加加（（可可在在 00～～6600
之之间间调调整整））。。个个人人字字词词转转个个人人词词语语时时也也会会要要求求先先做做备备份份，，在在转转

换换中中会会自自动动滤滤掉掉当当前前系系统统中中已已经经有有的的编编码码和和内内容容完完全全相相同同的的重重

复复词词组组，， 后后在在个个人人词词语语库库中中会会留留下下不不能能转转换换的的或或者者认认为为有有问问

题题的的特特殊殊字字词词。。  
  

  三三、、按按行行批批量量增增加加字字词词（（导导入入词词库库））  
  用用于于导导入入从从其其他他地地方方导导出出的的标标准准格格式式词词库库文文件件。。  

先先 待添加文本用编辑软件调出，用【C将将待添加文本用编辑软件调出，用【Cttrrll++AA】或〖全选〗】或〖全选〗

选选取取内内容容，，然然后后在在〖〖扩扩充充菜菜单单〗〗〖〖词词库库管管理理〗〗下下选选择择〖〖按按行行批批

量量增增加加字字词词〗〗（（添添加加时时会会按按当当前前方方案案格格式式自自动动生生成成编编码码））。。

 1．自然码格式 
  

 1．自然码格式 
  双双字字词词：：前前字字声声韵韵++后后字字声声韵韵；；三三字字词词：：前前三三字字声声声声声声++''；；
多多字字词词：：前前三三字字声声声声声声++末末字字声声母母。。  

  22．．五五笔笔字字型型格格式式  
  双双字字词词：：前前字字前前两两码码++后后字字前前两两码码；；三三字字词词：：前前两两字字首首码码++
末末字字前前两两码码；；多多字字词词：：前前三三字字首首码码++末末字字首首码码。。  
  

  四四、、按按行行批批量量删删除除字字词词  
  整整批批删删除除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中中的的词词组组。。操操作作方方法法也也是是先先在在屏屏幕幕上上

选选择择内内容容，，然然后后选选择择〖〖按按行行批批量量删删除除字字词词〗〗。。  
  

  五五、、带带编编码码按按行行增增加加字字词词  
  针针对对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格格式式的的整整行行批批量量加加词词功功能能。。系系统统不不自自动动生生

成成编编码码，，而而是是直直接接将将行行首首 44 个个英英文文作作为为汉汉字字编编码码。。操操作作方方法法与与

上上面面功功能能的的相相同同。。  
  

  六六、、带带编编码码按按行行删删除除字字词词  
  针针对对个个人人字字词词库库结结构构的的整整行行批批量量删删除除功功能能。。操操作作方方法法与与上上

面面功功能能的的相相同同。。  



  七七、、修修改改多多音音字字词词和和简简繁繁转转换换习习惯惯文文件件  
  11．．修修改改多多音音字字词词

补补充充文文件件  
用用于于补补充充““自自动动

学学习习、、朗朗读读、、汉汉字字转转

拼拼音音、、从从屏屏幕幕取取汉汉字字

转转编编码码””等等功功能能时时，，

不不能能被被正正确确识识别别的的多多音音字字词词。。  
  其其中中：：  

①①在在汉汉字字转转换换成成拼拼音音时时会会用用右右边边

的的正正确确读读音音取取代代左左边边的的识识别别不不正正确确的的

读读音音。。  
②②左左边边和和右右边边中中间间的的是是【【TTaabb】】制制表表

符符（（不不是是多多个个空空格格））。。  
调③③同同音音字字也也可可用用带带调拼拼音音表表示示，，轻轻

声声为为空空或或用用““55””表表示示。。  
  ④④简简体体和和 BBiigg55 繁繁体体的的多多音音字字补补充充

文文件件是是分分 的的，，需需要要分分别别修修改改。。  
⑤⑤文文件件修修改改保保存存后后，，需需要要调调用用〖〖保保

存存及及更更新新磁磁盘盘中中数数据据【【CCttrrll++SShhiifftt++--】】〗〗。。

  22．．修修改改简简繁繁地地区区

习习惯惯

  
  

替替换换文文件件  
用用于于补补充充简简繁繁内内

码码转转换换时时习习惯惯差差异异文文

件件内内容容。。

 
  

 简简繁内码时转换繁内码时转换

需需要要 启启〖〖同同时时替替换换地地

区区习习惯惯〗〗选选项项才才能能被被应应

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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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节节  语语音音阅阅读读和和校校对对  
  使使用用语语音音朗朗读读功功能能，，必必须须在在光光盘盘安安装装  
““安安装装项项目目选选择择””  
时时，，选选中中““语语音音朗朗  
读读程程序序和和语语音音库库””。。  
  
  
  
  
    

一一、、分分字字词词逐逐词词朗朗读读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首首

  
先先““框框选选””内内容容（（选选择择一一个个区区域域）），，

或在

按按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或在〖〖扩扩充充菜菜单单〗〗〖〖朗朗读读校校对对〗〗中中选选〖〖分分字字词词中中文文朗朗读读〗〗。。  
  可可自自动动对对语语句句进进行行分分析析，，自自动动识识别别多多音音字字，，自自动动进进行行口口语语

化化、、儿儿化化音音处处理理，，按按词词组组或或短短语语朗朗读读。。遇遇标标点点符符号号不不朗朗读读，，仅仅

仅 停顿。适 朗读小说、文章等。 
  暂

仅有有停顿。适合合朗读小说、文章等。 
暂停停和和恢恢复复：：【【`̀】】  （（或或鼠鼠标标左左键键点点击击      标标志志））  

  终终止止朗朗读读：：【【EESSCC】】（（或或鼠鼠标标右键点击击      标标志志））  
  

右键点

  二二、、分分字字词词连连续续朗朗读读  
  快快捷键：【Alt+Shiiff捷键：【Alt+Sh

调

tt++PPggDDnn】】  
调用用语语句句分分析析，，自自动动识识别别多多音音字字，，按按整整句句快快速速朗朗读读。。  

  

  三三、、带带标标点点中中文文朗朗读读  
  快快捷捷键键：：【【  AAlltt++PPggDDnn】】  

首首先先““框框选选””内内容容，，按按快快捷捷键键【【AAlltt++PPggDDnn】】，，或或在在〖〖扩扩充充

菜菜单单〗〗〖〖朗朗读读校校对对〗〗中中选选〖〖带带标标点点朗朗读读校校对对〗〗。。  
  会会自自动动对对语语句句进进行行分分析析，，按按词词组组或或短短语语朗朗读读。。自自动动识识别别多多

音音字字，，自自动动进进行行口口语语化化、、儿儿化化音音处处理理。。中中英英文文标标点点、、数数字字、、字字

母母（（暂暂未未实实现现英英文文朗朗读读功功能能，，只只读读字字母母发发音音））、、汉汉字字符符号号等等全全

部部用用中中文文读读出出。。特特别别适适合合语语音音朗朗读读校校对对。。  

用鼠标右键单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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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按按整整句句连连续续朗朗读读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PPggDDnn】】  

  不不调调用用语语句句分分析析，，多多音音字字识识别别可可能能音音前前后后汉汉字字搭搭配配不不对对而而

识识别别错错误误。。用用于于快快速速朗朗读读。。  
  

  四四、、带带逗逗号号数数字字校校对对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PPggUUpp】】  
专专为为财财会会人人员员对对账账而而设设计计，，直直接接按按数数字字发发音音朗朗读读。。比比如如：：

  
  
““6600,,558822..3344””读读为为：：““六六零零逗逗五五八八二二点点三三四四””。。  
  如如果果用用 WWoorrdd、、EExxcceell 或或 WWPPSS22000000 表表格格方方式式，，要要按按行行或或列列朗朗

读读其其中中的的数数字字，，可可用用鼠鼠标标点点击击表表格格的的 始始处处，，将将要要读读的的行行或或列列

选选中中，，然然后后按按快快捷捷键键【【AAlltt++PPggUUpp】】，，或或在在〖〖扩扩充充菜菜单单〗〗〖〖朗朗读读

校校对对〗〗中中选选〖〖带带逗逗号号数数字字校校对对〗〗。。  
  

  五五、、口口语语化化数数字字朗朗读读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PPggUUpp】】  
  专专为为财财会会人人员员数数字字校校对对而而设设计计，，只只朗朗读读汉汉字字和和符符号号并并以以口口

语语形形式式读读出出。。比比如如：：““6600558822..3344””读读为为：：““六六十十万万五五百百八八十十二二点点

三三四四””（（超超过过 1166 位位数数直直接接按按数数字字发发音音读读））。。

注意

  
    

事项： 
  ①①缓缓冲冲行行内内不不能能有有内内容容，，否否则则会会直直接接朗朗读读缓缓冲冲行行的的内内容容。。  
  ②②使使用用““分分字词逐词朗读”字词逐词朗读”和和““分分字字词词连连续续朗朗读读””时时，，因因

需需要要调调用用输输入入法法智智能能分分析析模模块块，，中中文文输输入入被被禁禁止止，，无无法法同同时时朗朗

读读和和输输入入。。若若需需要要输输入入汉汉字字只只能能使使用用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  
  ③③朗朗读读时时可可以以选选择择光光标标跟跟随随，，光光标标跟跟随随相相当当于于向向当当前前编编辑辑

中中发发送送移移动动方方向向键键。。所所以以只只能能跟跟随随当当前前窗窗口口，，窗窗口口改改变变，，跟跟随随

功功能能会会暂暂停停。。朗朗读读中中可可用用鼠鼠标标或或方方向向键键调调整整或或改改变变跟跟随随位位置置。。  
  ④④朗朗读读 WWoorrdd 的的文文章章时时，，文文章章中中若若有有自自动动项项目目和和符符号号，，则则

自自动动项项目目和和符符号号内内容容无无法法读读出出，，光光标标跟跟随随也也会会发发生生错错位位。。  
  ⑤⑤分分字字词词和和整整句句朗朗读读时时用用【【`̀】】暂暂停停功功能能不不会会立立即即生生效效，，需需

要要等等一一句句读读完完之之后后才才会会停停下下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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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节节 内内码码转转换换工工具具    
  利利用用输输入入法法整整句句分分析析处处理理功功能能，，先先将将句句子子智智能能拆拆分分为为合合理理

的的词词组组，，然然后后进进行行的的转转换换，，其其转转换换正正确确率率可可远远远远高高于于未未经经分分析析

的的普普通通内内码码转转换换系系统统。。

  

  

 

  

  
  
  
  
  
  
  
  
  

  

 一一、、国国标标 GGBB//KK 转转换换  
  11．．GGBB//KK 转转 BBIIGG55  

  利利用用输输入入法法对对底底层层键键盘盘控控制制的的能能力力，，可可直直接接用用快快捷捷键键操操作作，，

比比用用任任何何其其他他转转换换软软件件都都要要方方便便很很多多。。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WWiinn9988 下下））  

        自自然然码码是是目目前前转转码码软软件件中中处处理理一一对对多多效效果果 好好的的，，转转错错的的

情情况况很很少少，，只只有有在在特特殊殊情情况况下下才才会会因因为为前前后后词词搭搭配配而而有有问问题题。。

只只要要打打 ““分分字字词词精精确确转转换换”” 关关就就可可基基本本解解决决问问题题。。但但打打

““分分字字词词精精确确转转换换””后后的的速速度度会会比比直直接接转转换换慢慢很很多多，，如如不不是是对对

正正确确率率要要求求苛苛刻刻可可不不用用打打 。。  
  例例如如：：““教教皇皇后后面面包包头头发发挥挥晒晒干干预预备备纪纪念念叨叨叨叨中中日日历历史史””  
直直接接转转换换：：““教教皇皇后后麵麵包包頭頭髮髮揮揮曬曬干干預預備備紀紀唸唸叨叨叨叨中中日日曆曆史史””  
精精确确转转换换：：““教教皇皇後後面面包包頭頭發發揮揮曬曬乾乾預預備備紀紀念念叨叨叨叨中中日日歷歷史史””  

22．．GGBB//KK 转转 HHZZ 码码  
  早早期期很很多多软软件件不不支支持持中中文文双双内内码码时时，，HHZZ 码码在在海海外外用用的的比比较较

多多，，目目前前这这种种内内码码已已经经很很少少有有人人用用了了。。  

用鼠标右键单击

转码

较高

用，

要求

时使

速度

会慢很多 

从文件

读取支

持一次

选多个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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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GGBB//KK 转转日日文文汉汉字字  
  仅仅仅仅是是将将汉汉字字转转换换为为可可以以在在日日文文系系统统上上看看到到的的““汉汉字字””。。  没没
有有做做任任何何翻翻译译，，只只有有常常用用的的一一些些汉汉字字可可以以被被转转换换。。  

  44．．GGBB//KK 转转 GGBBKK 繁繁体体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
将将简简体体转转换换成成繁繁体体。。在在 3322 位位环环境境下下，，内内码码已已经经统统一一用用

iifftt++→→】】（（NNTT//XXPP//22000000//22000033 下下））  
  
UUnniiccooddee，，一一般般情情况况转转成成 GGBBKK 繁繁体体和和 BBiigg55 繁繁体体结结果果是是一一样样的的。。

除除非非使使用用的的是是 WWiinn9988，，或或是是在在早早期期的的软软件件下下才才会会看看到到区区别别。。  
因因为为很很多多软软件件自自带带内内码码转转换换，，有有时时转转换换为为 BBiigg55 内内码码，，反反而而  

会会成成为为乱乱码码。。  
  55．．GGBBKK 繁繁体体转转国国标标 GGBB 简简体体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NNTT//XXPP//22000000//22000033 下下））  
将将繁繁体体转转换换为为简简体体。。这这个个功功能能同同时时还还可可以以用用来来修修复复那那些些用用

  
  
其其他他转转码码工工具具转转换换时时的的没没有有正正常常转转换换的的文文字字。。  
  

  二二、、台台湾湾 BBIIGG55 码码转转换换  
  11．．BBIIGG55 码码转转国国标标 GGBB 简简体体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WWiinn9988 下下））  
  从从台台湾湾繁繁体体转转到到简简体体同同样样存存在在一一对对多多的的问问题题，，一一般般的的转转码码

软软件件都都没没有有考考虑虑到到。。比比如如““看看著著、、拿拿著著、、藉藉著著、、著著作作、、原原著著、、

乾乾隆隆、、乾乾坤坤、、慰慰藉藉””等等，，都都需需要要智智能能转转换换。。  
  22．．BBIIGG55 码码转转 HHZZ 码码  
  33．．BBIIGG55 码码转转日日文文汉汉字字  
  44．．BBIIGG55 码码转转 GGBBKK 繁繁体体  
  55．．BBIIGG55 码码转转加加####标标志志的的 GGBB 简简体体  

        BBIIGG55 转转####GGBB 专专为为网网页页设设计计工工作作提提供供的的。。当当遇遇到到超超出出国国标标

GGBB22331122 范范围围的的汉汉字字后后，，会会在在这这个个字字的的前前面面加加““####””，，以以便便制制作作

时时酌酌情情处处理理。。

  
  

注注意意：：由由于于““分分字字词词精精确确转转换换””功功能能需需要要调调用用输输入入法法的的智智

能能分分析模析模块，因而中文块，因而中文输入输入被被禁禁止止，，无无法法同同时时进进行行汉汉字字输输入入。。

若若需需要要输输入入中中文文只只能能使使用用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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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节节 文文本本处处理理工工具具    
  这这一一组组功功能能是是用用于于需需要要大大量量转转换换或或摘摘抄抄网网页页文文本本内内容容而而设设

计计的的。。能能给给经经常常在在网网上上引引用用内内容容的的用用户户能能带带来来极极大大方方便便。。  
  

  

  
  
  
  
  
  

  
  
  
  

  
用用法法：首 上“

〗

：首先先在在屏屏幕幕上“框框选选””一一段段内内容容，，然然后后选选择择〖〖扩扩充充

菜菜单单〗〖〖扩扩充充工工具具〗〗〖〖文文本本处处理理〗〗中中的的相相应应功功能能。。  
  

  注注意意：：有有些些功功能能可可用用快快捷捷热热键键（（菜菜单单中中有有提提示示）），，没没有有快快

捷捷键键的的功功能能在在第第一一次次使使用用后后，，可可以以利利用用热热键键【【CCttrrll++`̀】】重重复复调调用用

上上次次使使用用的的功功能能。。  
    

一一、、汉汉字字之之后后自自动动加加空空格格  
  早早期期的的中中文文网网页页为为了了在在英英文文版版的的浏浏览览器器上上正正常常显显示示而而会会不不

在在半半个汉字中间换 ， 每个 字个汉汉字的后个汉字中间换行行，在在每 的后面面添添加加一一个个空空格格。。  
  

  二二、、清清除除汉汉字字之之后后的的空空格格  
  还还原原带带空空格格文文本本为为正正常常文文本本。。  
  

  三三、、半半角角英英文文数数字字变变全全角角  
  方方正正软软件件中中要要求求英英文文数数字字都都用用全全角角汉汉字字，，这这样样有有利利于于排排版版

处处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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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全全角角英英文文数数字字变变半半角角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  
  普普通通编编辑辑软软件件中中一一般般带带有有英英文文大大小小写写字字母母的的转转换换，，但但是是缺缺

少少全全角角中中英英文文到到半半角角英英文文数数字字的的转转换换。。有有些些网网站站上上的的文文章章及及一一

些些方方正正文文稿稿都都是是用用全全角角字字符符，，要要想想自自动动变变成成半半角角非非常常麻麻烦烦。。  

  五五、、压压缩缩中中文文标标点点为为半半角角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  
在在写写网网页页的的时时候候，，偶偶尔尔会会遇遇到到版版面面空空间间就就差差一一点点不不够够，，而而

  

  
  
文文字字已已经经无无法法压压缩缩了了的的情情况况。。这这个个功功能能会会自自动动完完成成用用英英文文标标点点

替替代代中中文文标标点点（（如如““，，：：;;～～！！””等等不不影影响响视视觉觉的的））的的工工作作。。  
  如如：：压压缩缩一一些些标标点点,,而而不不影影响响视视觉觉效效果果!!排排版版时时用用。。   
  

  六六、、修修复复 WWoorrdd 非非中中文文引引号号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EEnndd】】  

  
  

用用剪剪切切板板复复制制 WWoorrdd 中中的的内内容容到到纯纯文文本本编编辑辑中中时时，，其其中中的的

中中文文引引号号会会变变成成英英文文半半角角的的。。如如果果要要还还原原引引号号不不是是很很容容易易，，因因

为为中中文文引引号号是是左左右右配配对对的的，，用用普普通通的的替替换换功功能能无无法法实实现现。。  
  

  七七、、修修复复不不规规范范中中文文标标点点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sshhiifftt++EEnndd】】  

音  使使用用五五笔笔或或拼拼音输输入入中中文文标标点点比比较较麻麻烦烦，，有有些些人人为为了了图图方方

便便，，用用英英文文标标点点来来取取代代中中文文标标点点。。比比如如““用用英英文文逗逗号号加加一一个个空空

格格来来代代替替中中文文逗逗号号，，用用两两个个小小于于号号或或大大于于号号来来替替代代中中文文的的书书名名

号号””等等。。这这个个功功能能就就是是用用来来自自动动修修复复不不规规范范中中文文标标点点的的。。  
  

  八八、、转转换换网网页页 hhttmm 到到纯纯文文本本  
  目目前前很很多多转转换换软软件件都都可可以以做做到到文文字字提提取取，，包包括括批批量量提提取取工工

具具。。但但是是到到目目前前为为止止，，还还没没有有发发现现真真正正完完善善的的，，大大多多数数都都无无法法

处处理理宏宏信信息息和和特特殊殊符符号号，，特特别别是是不不能能还还原原文文章章段段落落。。使使用用本本功功

能能可可快快速速将将网网页页转转换换为为纯纯文文本本，，并并保保持持网网页页格格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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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简简单单的的用用剪剪切切板板复复制制也也可可以以将将屏屏幕幕上上的的网网页页转转换换为为文文

本本（（非非加加密密）），，但但是是对对于于多多页页面面和和比比较较复复杂杂格格式式的的网网页页就就不不行行

了了，，而而且且也也不不能能一一次次处处理理多多个个页页面面，，还还会会将将屏屏幕幕的的自自动动分分行行变变

成成硬硬换换行行。。这这种种情情况况下下用用其其他他软软件件或或手手工工处处理理就就很很麻麻烦烦了了。。  
注注意意：：对对于于不不能能直直接接选选择择和和复复制制的的加加密密网网页页，，可可以以在在菜菜单单

中中选选〖〖查查看看〗〗〖〖原原文文件件((CC))〗〗或或鼠鼠标标右右键键菜菜单单中中〖〖查查看看源源文文件件((VV))〗〗。。  
    

九九、、转转换换 WWPPSS//CCCCEEDD 到到纯纯文文本本  
  早早期期 DDOOSS 版版的的 WWPPSS 和和 CCCCEEDD 文文件件里里面面有有很很多多控控制制符符（（特特

别别是是软软回回车车、、软软空空格格、、软软分分页页等等））。。若若直直接接将将这这样样的的文文件件读读入入

到到 WWiinnddoowwss 下下的的编编辑辑软软件件中中就就会会中中间间加加有有““崐崐””等等中中文文乱乱字字。。  

  十十、、转转换换网网页页剪剪贴贴
  

内内容容  
  经经常常要要从从网网站站上上复复制制一一些些内内容容贴贴到到，，但但是是因因为为他他们们的的格格式式

（（标标点点和和段段落落））不不标标准准，，或或中中间间还还有有版版权权信信息息，，手手工工滤滤除除非非常常

麻麻烦烦  
11．．转转换换网网页页剪剪贴贴内内容容 11  
特特征征：：英英文文标标点点++汉汉字字后后带带空空格格））。。  

  如如：：现现  在在,,  用用  的的  版版  本本  是是  22000033  年年  的的。。   
  

22．．转转换换网网页页剪剪贴贴内内容容 22  
特特征征：：全全角角英英文文++英英文文半半角角引引号号  

  如如：：现现在在用用的的""ＷＷｉｉｎｎｄｄｏｏｗｗｓｓ""软软件件是是２２００００３３年年的的。。   
  

33．．转转换换网网页页剪剪贴贴内内容容 33
特特征征：：全全角角英英文文++英英文文半半角角引引号号++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如如：：现现在在用用的的""ＷＷｉｉｎｎｄｄｏｏｗｗｓｓ""要要经经常常升升级级。。   
  
  国国内内一一些些官官方方网网站站的的文文章章，，直直接接剪剪切切后后复复制制到到 WWoorrdd，，一一般般

都都需需要要再再进进行行手手工工修修复复。。用用自自然然码码提提供供的的这这个个功功能能就就可可以以为为使使

用用者者大大大大减减少少工工作作量量。。  
  



  十十一一、、批批量量删删除除、、批批量量替替换换

  

  

  
  
  
  

用鼠标右键单击

  
  

  
  
  

  普普通通编编辑辑软软件件的的““批批量量删删除除””和和““批批量量替替换换””只只能能完完成成删删

除除或或替替换某一个字串功能，换某一个字串功能，如如果果有有很很多多项项字字串串要要删删除除或或替替换换就就

只只能能逐逐项项操操作作了了。。  
自自然然码码的的““批批量量替替换换””功功能能是是可可以以先先用用编编辑辑软软件件将将需需要要删删

除除或或替替换换的的内内容容写写好好（（保保存存为为样样本本文文件件）），，然然后后一一次次性性完完成成（（可可

利利用用重重复复操操作作功功能能，，一一键键完完成成））。。替替换换样样本本可可以以做做成成多多个个，，保保

存存在在不不同同的的文文件件中中。。调调用用前前改改变变样样本本文文件件名名，，就就能能实实现现不不同同的的

替替换换功功能能。。  
实实际际上上自自然然码码““内内码码转转换换””中中““替替

换换地地区区习习惯惯””就就是是调调用用了了这这个个““转转换换””

功功能能实实现现的的。。  
  

  十十二二、、手手工工修修改改参参数数选选项项

  
  

自自然然码码所所有有的的设设置置选选项项（（包包括括菜菜单单和和高高级级选选项项））均均保保存存在在  
““参参数数文文件件（（zzrrmm22000000..iinnii））””中中。。这这个个参参数数文文件件是是纯纯文文本本的的，，

可可以以用用编编辑辑软软件件手手工工修修改改。。因因为为有有些些参参数数没没有有在在菜菜单单或或选选项项中中

提提供供（（如如提提示示行行各各类类字字词词的的颜颜色色等等）），，特特殊殊用用户户可可以以自自行行修修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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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六六节节  文文字字处处理理工工具具  
这这一一组组功功能能是是用用于于还还原原邮邮件件乱乱码码以以及及  

从从文文件件中中提提取取和和整整理理 EEmmaaiill 的的。。  

用于自动跳不规范

段落中的回车符
  
  

一一、、还还原原==????乱乱码码邮邮件件  
  由由于于有有些些用用户户不不会会设设置置邮邮件件选选项项，，没没有有处处理理好好中中文文，，或或者者

由由于于网网络络原原因因初初始始地地方方丢丢失失了了格格式式说说明明，，这这样样收收件件人人看看到到的的邮邮

件件内内容容就就是是乱乱码码了了。。  
  

  二二、、还还原原丢丢高高位位汉汉字字

  
  

汉汉字字在在内内部部编编码码中中是是有有高高位位的的，，如如果果被被某某些些英英文文版版的的邮邮件件

软软件件处处理理后后就就会会是是乱乱码码。。这这种种邮邮件件可可以以部部分分修修复复，，修修复复后后能能看看

到到转转换换出出来来的的汉汉字字，，只只是是其其中中的的英英文文部部分分都都是是乱乱汉汉字字了了，，不不过过

可可以以通通过过对对照照比比较较进进行行还还原原。。  
  

  三三、、EEmmaaiill 自自动动提提取取  
  可可以以从从一一个个文文件件或或一一堆堆文文件件（（邮邮件件软软件件中中导导出出的的信信件件））中中，，

挑挑出出 EEmmaaiill 地地址址，，然然后后滤滤掉掉重重复复的的保保存存起起来来。。  
  

  四四、、EEmmaaiill 按按地地址址分分类类

让让

EEmm
  

  

  
  普普通通软软件件只只能能按按名名字字排排序序。。自自然然码码的的这这个个扩扩充充功功能能可可以以

aaiill 按按““@@””之之后后的的服服务务器器地地址址排排序序。。  

  五五、、EEmmaaiill 按按地地址址对对齐齐  
让让 EEmmaaiill 按按““@@””之之后后的的服服务务器器地地址址对对齐齐的的功功能能。。  



第第七七节节  缓缓冲冲区区累累加加与与合合并并  
  有有时时会会遇遇到到需需要要在在屏屏幕幕多多处处读读取取文文字字，，然然后后合合并并到到一一起起的的

情情况况，，如如果果一一个个一一个个分分别别粘粘贴贴会会比比较较累累，，系系统统提提供供的的剪剪切切板板功功

能能没没有有直直接接累累加加，，只只能能通通过过一一个个文文本本  
文文件件才才能能累累加加，，比比较较繁繁琐琐。。  

  一一、、取取屏屏幕幕内内容容累累加加  
  快快捷捷键键：：【【CCttrrll++小小键键盘盘++】】  

  二二、、取取文文件件内内容容累累加加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小小键键盘盘++】】  

  三三、、写写累累加加内内容容到到剪剪切切板板  
快快捷捷键键：：  【【CCttrrll++小小键键盘盘**】】  

  
  
  
  读读文文件件时时，，可可以以一一次次选选取取多多个个（（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按按住住圈圈、、或或与与

SShhiifftt、、ccttrrll 配合等均可），保存存时时只只能能选选一一个个文文件件名名，，即即只只能能合合配合等均可），保

件 件并并文文件，不能批量转换文，不能批量转换文 。这个合并功能可与朗读、内码转

换

件。这个合并功能可与朗读、内码转

换、、拼拼音音转转换换、、标标点点符符号号处处理理、、邮邮件件处处理理等等功功能能通通用用。。

注

  
注意意：：如如果果不不选选择择读读取取方方式式，，则则默默认认为为从从内内部部缓缓冲冲区区读读取取，，

这这样样就就可可以以实实现现先先累累加加，，然然后后一一起起朗朗读读或或转转换换的的效效果果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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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从文件读取时，一

次多选的方法适用于

能上面所有扩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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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八八节节  修修改改屏屏幕幕上上的的词词句句  
  通通常常输输入入法法只只能能对对正正在在输输入入的的字字词词，，或或者者是是缓缓冲冲行行上上的的内内

容容进进行行修修改改，，而而对对已已经经送送出出到到屏屏幕幕上上的的汉汉字字就就无无法法修修改改了了。。微微

软软拼拼音音 22000033 之之后后的的版版本本提提供供了了““汉汉字字重重选选””功功能能，，但但只只能能用用于于

较较高高版版本本的的 OOffffiiccee 下下的的编编辑辑环环境境中中，，且且修修改改

烦烦，，

的的时时候候操操作作比比较较麻麻

还还要要翻翻页页找找字字，，十十分分不不便便。。  
自自然然码码是是直直接接从从屏屏幕幕上上读读入入所所选选择择

前前编编

的的内内容容，，然然后后翻翻译译成成当当

码码，，相相当当于于““取取字字转转码码””功功能能。。由由于于自自然然码码本本身身就就具具有有辅辅

助助码码选选字字和和选选词词功功能能，，因因而而在在操操作作上上比比微微软软拼拼音音的的““汉汉字字重重选选””

功功能能方方便便很很多多，，并并且且可可以以在在所所有有的的环环境境下下使使用用。。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或或  【【AAlltt++←←】】（（压压缩缩空空格格））  
      或或  【【小小键键盘盘 55】】（（非非 NNuumm  LLoocckk 数数字字锁锁定定时时））  

  

拖动动，，

  
  
  
  
  
  
  

  

拖

先在屏幕上“框选”所要提取的

内容。然后按快捷键 
也可以在〖常用功能〗菜单中选

〖取当前汉字转编码(F）〗 

先用鼠标点击错误汉字，然 词组中需要点击后一个字，否则就取

后点击修正字词 词组的前面一部分，相当于词中选字

  要要点点：：①①先先框框选选需需要要修修改改的的内内容容（（可可以以按按住住鼠鼠标标左左键键

也也可可以以按按住住【【SShhiifftt】】然然后后按按方方向向键键））；；②②按按操操作作快快捷捷键键；；③③用用

鼠鼠标标点点击击错错误误字字词词，，或或用用方方向向键键（（也也可可用用其其他他修修改改键键））找找到到错错

误误字字词词进进行行修修改改；；④④按按【【回回车车键键】】或或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点点击击缓缓冲冲行行的的

空空白白处处将将屏屏幕幕上上的的内内容容替替换换成成正正确确的的。。  
注意事项： 
①①当当数数字字锁锁【【NNuumm  LLoocckk】】打打 时时（（NNuumm  LLoocckk 灯灯亮亮）），，不不

 
  
能能用用小小键键盘盘的的数数字字【【55】】和和【【AAlltt++小小键键盘盘方方向向键键】】功功能能。。  

②②长长度度超超过过 550000 个个字字符符（（225500 个个汉汉字字  ）），，后后面面的的会会被被忽忽略略。。  
③③WWoorrdd 中中可可以以用用特特殊殊方方法法选选择择内内容容（（  连连续续双双击击或或三三击击鼠鼠标标

左左键键在在文文字字上上或或左左边边空空白白处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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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九九节节  速速记记与与编编码码转转字字  
  有有时时，，我我们们无无法法找找到到一一台台装装有有自自然然码码的的机机器器，，甚甚至至找找不不到到

能能用用中中文文的的计计算算机机，，而而此此刻刻又又急急需需输输入入或或记记录录一一些些事事情情。。这这时时

可可用用本本方方法法操操作作，，直直接接按按自自然然码码输输入入法法方方式式输输入入其其编编码码，，然然后后

将将编编码码文文件件保保存存下下来来，，带带回回来来用用““取取码码转转字字””功功能能逐逐句句转转成成汉汉

字字。。这这样样比比起起手手写写速速记记，，回回来来后后在在键键盘盘上上重重新新输输入入要要方方便便多多了了。。  
  快快捷捷键键：：【【AAlltt++→→】】  或或  【【AAlltt++←←】】（（转转小小写写且且压压缩缩空空格格））  
    或或：：【【小小键键盘盘 55】】（（非非【【NNuumm  LLoocckk】】时时））  
  例例 11．．转转码码““wwoommffzzllmmzzyybb""vvsswwff""ddeeqqyykkddxxww,,uuuurruulleehhjjzzii..””  
  
  
  

  如如果果句句中中有有错错字字，，其其修修改改方方法法与与上上节节““修修改改屏屏幕幕上上的的汉汉字字””

一一样样（（鼠鼠标标、、光光标标等等均均可可移移动动修修改改））。。

  例例

  

b
  

  22．．带带辅辅助助码码的的句句子子““rrffmmnnrriibkkjjiivvee  rrsscc  ddss  yyttuu  bbkkddkk””  
  
  
  

  以以上上编编码码在在一一部部分分词词组组和和单单字字中中间间使使用用了了空空格格进进行行分分隔隔因因

而而只只能能用用【【AAlltt++→→】】。。系系统统在在取取编编码码时时，，会会认认为为编编码码中中的的空空格格

是是分分隔隔符符【【''】】。。如如果果要要在在文文字字中中间间加加真真的的空空格格或或小小撇撇，，需需要要双双

写写空空格格或或双双写写小小撇撇。。  
  例例 33．．转转全全拼拼码码““yyoonnggqquuaannppiinnyyeekkeeyyiittoojjiisshhuurruu””（（全全拼拼下下））  
  
  
  

  例例 44．．““wwooddeeWWiinnddoowwss  22000033hhffhhkkyyss””（（因因有有大大写写【【AAlltt++←←】】））  
  
  
  

 注意事项： 
  ①①目目前前自自然然码码中中没没有有整整篇篇编编码码转转汉汉字字功功能能（（因因错错误误太太多多意意

义义不不大大）），，转转码码只只能能逐逐句句进进行行。。  



  ②②修修改改屏屏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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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鼠标右键单击 注意事项： 

上上字字词词功功能能与与转转码码功功能能是是相相通通的的，，如如果果取取到到的的

内内容容中中都都是是英英文文就就会会全全部部作作为为编编码码处处理理。。而而如如果果取取到到的的内内容容中中

有有汉汉字字，，就就会会将将汉汉字字部部分分转转换换为为当当前前编编码码，，而而英英文文部部分分不不参参与与

汉汉字字转转换换。。  
  

第第十十节节  重重复复上上次次扩扩充充功功能能  
常  有有些些扩扩充充功功能能不不是是很很常用用，，因因此此没没有有设设定定快快捷捷键键，，但但有有可可

能能会会因因某某种种要要求求短短期期内内重重复复使使用用。。使使用用这这个个通通用用的的快快捷捷键键就就可可

以 便地重复执行了。 
快

以很很方方便地重复执行了。 
  快捷捷键键：：【【CCttrrll++`̀】】    （（依依照照设设定定方方式式读读取取））

①①只只能能重重复复执执行行〖〖扩扩充充菜菜单单〗〗  

  
      【【CCttrrll++SShhiifftt++`̀】】  （（直直接接从从屏屏幕幕上上读读取取））  
  
  
  
  

  
中中〖〖朗朗读读校校对对〗〗和和〖〖扩扩充充

工工具具〗〗包包含含的的功功能能。。  
  ②②如如果果采采用用从从文文件件

读读取取内内容容，，则则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

记记忆忆和和使使用用上上次次用用过过的的

文文件件路路径径和和文文件件名名。。  

③③〖〖文文本本处处理理工工具具〗〗

中中如如重重复复对对一一个个文文件件进进

行行处处理理，，还还可可以以““沿沿用用上上

次次样样本本文文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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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第八八章章 附 附录录  
第第一一节节  疑疑难难问问题题解解答答

一一、、安安装装时时应应注注意意的的事事项项  
11．．需需要要有有

  

系系统统管管理理员员权权限限  
WWIINN22000000//XXPP 局局域域网网用用户户安安装装时时（（有有安安全全限限制制的的内内部部网网）），，

当当前前用用户户应应该该有有““系系统统管管理理员员””权权限限，，或或先先在在本本机机管管理理员员用用户户

((AAddmmiinniissttrraattoorr))下下安安装装到到非非系系统统盘盘上上，，之之后后再再在在普普通通用用户户下下输输入入

法法设设置置中中添添加加 ZZRRMM22000000。。  
22．．不不要要有有禁禁止止修修改改注注册册表表的的监监测测软软件件  
不不要要运运行行““诺诺顿顿病病毒毒防防火火墙墙””以以及及““超超级级保保镖镖””一一类类的的禁禁

止止改改写写注注册册表表程程序序（（ 机机后后，，将将其其设设置置为为““暂暂停停监监测测””即即可可））。。  
33．．不不要要用用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光光盘盘启启动动计计算算机机  
因因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光光盘盘没没有有自自动动运运行行程程序序，，因因此此不不要要在在 机机前前

将将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光光盘盘放放到到光光驱驱中中启启动动。。  
如如果果已已经经放放入入了了，，可可在在安安装装前前先先取取出出来来，，随随便便换换一一其其他他光光

盘盘，，之之后后重重新新再再将将自自然然码码光光盘盘放放进进去去。。否否则则会会因因加加密密的的特特殊殊格格

式式，，使使得得安安装装好好的的““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有有可可能能成成为为““网网络络教教学学版版””，，

而而不不会会自自动动保保存存自自造造词词。。  
44．．注注意意自自然然码码不不要要被被设设置置为为默默认认  
不不要要将将““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设设置置为为““默默认认输输入入语语言言（（或或默默认认输输

入入法法））””。。默默认认输输入入法法会会自自动动运运行行，，因因而而不不能能被被删删除除或或覆覆盖盖（（重重

新新安安装装时时会会出出错错））。。  
如如果果已已经经被被设设置置为为默默认认，，则则需需先先将将““默默认认语语言言((输输入入法法))””改改

为为““中中文文中中国国（（美美式式键键盘盘））””或或““英英语语美美国国””并并重重启启计计算算机机。。  

二二、、安安装装时时遇遇到到的的问问题题  
11．．安安装装或或升升级级时时报报告告 ZZRRMM22000000..IIMMEE 正正在在被被使使用用不不能能覆覆盖盖  
是是因因为为某某个个使使用用过过自自然然码码的的程程序序或或窗窗口口没没有有关关闭闭，，遇遇到到

WWiinnddoowwss 的的系系统统保保护护功功能能。。需需要要注注销销或或重重启启，，再再重重新新安安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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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果重重新新启启动动并并没没打打 自自然然码码仍仍出出现现上上面面的的情情况况，，则则需需要要

在在输输入入法法设设置置中中将将““默默认认输输入入法法””还还原原为为““中中文文中中国国--美美式式键键盘盘””

或或““英英语语美美国国””（（WWiinnddoowwss22000000 设设置置中中没没有有““默默认认输输入入法法设设置置

项项””，，可可将将““ZZRRMM22000000””删删掉掉）），，然然后后重重新新启启动动计计算算机机。。  
  22．．安安装装光光盘盘时时，，当当运运行行到到选选择择目目录录的的画画面面后后就就不不动动了了  
这这是是感感染染了了未未知知木木马马病病毒毒造造成成的的。。可可以以先先运运行行自自然然码码安安装装

程程序序，，在在停停止止运运行行后后，，按按【【CCttrrll++AAlltt++DDeell】】打打 ““任任务务管管理理器器””，，

进进入入““进进程程””，，用用鼠鼠标标左左键键点点击击““用用户户名名””两两次次，，将将未未知知当当前前

用用户户进进程程（（排排除除““SSeettuupp..eexxee、、EEXXPPLLOORREERR..EEXXEE、、ttaasskkmmggrr..eexxee””))
逐逐项项结结束束，，每每关关闭闭一一个个就就点点<<下下一一步步>>测测试试，，直直到到可可以以继继续续为为止止。。  

33．．执执行行安安装装程程序序或或升升级级程程序序时时，，提提示示““WWiinnddoowwss 不不能能运运行行

1166 位位子子系系统统””  
这这是是安安装装早早期期的的MMSS0044--003322 安安全全更更新新后后““AAUUTTOOEEXXEECC..NNTT””

和和““CCOONNFFIIGG..NNTT””文文件件被被删删除除所所致致。。请请到到自自然然码码网网站站上上““问问题题解解

答答””中中，，下下载载 hhttttpp::////wwwwww..zzrrmm..ccoomm..ccnn//zzrrmmffiilleess//aauuttooeexxeecc..nntt..zziipp和和
hhttttpp::////wwwwww..zzrrmm..ccoomm..ccnn//zzrrmmffiilleess//ccoonnffiigg..nntt..zziipp 解解 包包 后后 另另 存存 到到

““WWIINNDDOOWWSS\\SSYYSSTTEEMM3322””文文件件夹夹中中即即可可正正常常。。或或者者使使用用原原来来

的的WWiinnddoowwss安安装装盘盘更更新新系系统统也也可可以以。。  
44．．执执行行安安装装程程序序后后，，屏屏幕幕一一闪闪就就结结束束了了  
这这是是不不小小心心被被安安装装了了““中中文文上上网网官官方方版版软软件件””造造成成的的，，在在

““控控制制面面板板””““添添加加//删删除除程程序序””中中将将其其卸卸载载即即可可。。  
55．．安安装装后后〖〖输输入入法法〗〗菜菜单单里里没没有有““自自然然码码 22000000””  
  如如果果是是局局域域网网用用户户，，需需要要在在  ““系系统统管管理理员员””用用户户或或有有““系系

统统管管理理员员权权限限””用用户户下下安安装装。。如如果果用用的的是是英英文文版版或或非非中中文文简简繁繁

体体版版的的 WWiinnddoowwss  22000000//XXPP，，首首先先要要先先在在控控制制面面板板的的〖〖区区域域及及语语

言言选选项项〗〗中中添添加加““中中文文简简体体””或或““中中文文繁繁体体””语语言言支支持持。。  
66．．光光盘盘放放入入光光驱驱后后长长时时间间读读盘盘，，好好像像死死机机一一样样  

  可可能能是是因因为为安安装装并并运运行行了了病病毒毒防防火火墙墙等等实实时时监监测测软软件件，，当当

新新的的光光盘盘放放进进去去后后，，监监测测软软件件就就会会自自动动读读取取光光盘盘中中的的所所有有文文件件

并并进进行行病病毒毒检检查查，，遇遇到到这这种种情情况况要要耐耐心心多多等等待待一一会会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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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WWiinnddoowwss  22000000 特特别别情情况况  
WWiinnddoowwss  22000000 会会被被 OOffffiiccee（（针针对对 XXPP 的的功功能能））自自动动改改变变默默

认认输输入入法法，，无无论论打打 任任何何窗窗口口都都会会自自动动调调出出上上次次关关机机前前 后后一一

次次使使用用的的输输入入法法（（自自然然码码或或其其他他的的输输入入法法））。。若若不不希希望望 WWiinnddoowwss
自自动动记记忆忆上上次次所所用用的的输输入入法法，，则则需需要要修修改改一一下下设设置置：：  

①①首首先先关关闭闭防防火火墙墙软软件件（（特特别别是是诺诺顿顿以以及及超超级级保保镖镖等等影影响响

注注册册表表写写入入的的软软件件））。。  
②②恢恢复复默默认认输输入入法法：：进进入入 WWoorrdd，，将将输输入入法法设设置置到到英英文文状状态态

（（按按【【CCttrrll++空空格格】】）），，关关闭闭 WWoorrdd，，然然后后““重重新新启启动动计计算算机机””（（关关

机机也也可可以以，，但但注注销销不不行行））。。  
③③解解除除 WWoorrdd 自自动动设设置置功功能能：：进进入入 WWoorrdd；；在在〖〖菜菜单单〗〗〖〖工工

具具〗〗〖〖选选项项〗〗〖〖编编辑辑〗〗里里面面，，关关闭闭〖〖启启用用""即即点点即即输输""((CC))〗〗、、〖〖输输

入入法法控控制制处处于于激激活活状状态态((LL))〗〗两两个个选选项项；；关关闭闭 WWoorrdd；；再再重重新新启启

动动计计算算机机。。    
  

四四、、使使用用中中遇遇到到的的问问题题  
11．．自自造造词词不不保保存存  
①①可可能能是安装成了“网是安装成了“网络络教教学学版版””。。  
解解决决方方法法：：看看前前面面““安安装装时时的的注注意意事事项项””，，重重新新安安装装一一次次。。  
②②不不要要用用优优化化软软件件设设置置为为““快快速速关关机机””。。  
22．．在在 WWoorrdd 中中输输入入越越来来越越慢慢  
WWoorrdd 在在输输入入过过程程中中会会自自动动进进行行语语法法检检查查，，当当文文件件内内容容增增多多

后后，，语语法法检检查查的的时时间间也也会会逐逐渐渐增增长长，，从从而而导导致致每每次次输输入入汉汉字字后后

都都有有较较长长的的等等待待。。解解决决的的办办法法是是：：在在 WWoorrdd 的的〖〖工工具具〗〗〖〖选选项项〗〗

〖〖拼拼写写和和语语法法〗〗中中，，关关闭闭其其中中所所有有的的设设置置项项。。  
33．．造造词词或或使使用用扩扩充充功功能能时时，，显显示示““没没有有选选内内容容””  
屏屏幕幕造造词词和和扩扩充充功功能能需需要要从从屏屏幕幕上上读读取取内内容容，，操操作作前前要要在在

屏屏幕幕上上选选择择一一段段内内容容（（框框选选、、抹抹黑黑））。。如如果果确确实实已已经经框框选选而而仍仍

报报告告无无内内容容，，可可以以先先““复复制制””一一下下或或按按【【CCttrrll++CC】】。。  
44．．可可以以看看到到输输入入法法标标志志，，但但不不能能调调出出提提示示行行

可可能能计计算算机机上上带带病病毒毒。。尝尝试试用用多多种种查查杀杀病病毒毒软软件件，，消消除除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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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毒后后。。因因为为自自然然码码主主程程序序程程序序是是压压缩缩保保护护的的，，被被病病毒毒修修改改后后有有

可可能能不不能能运运行行。。而而底底层层没没有有压压缩缩加加密密，，所所以以能能看看到到标标志志变变化化。。  
55．．提提示示行行上上显显示示的的都都是是乱乱码码  
如如果果没没有有繁繁体体语语言言支支持持，，而而进进入入了了繁繁体体输输入入方方案案（（““自自然然””

的的后后面面有有 FF 标标志志）），，就就会会看看到到乱乱码码。。解解决决的的办办法法是是：：用用鼠鼠标标右右

键键点点击击状状态态栏栏上上的的““繁繁””，，或或者者按按【【AAlltt++SShhiifftt++]]】】即即可可恢恢复复。。  
66．．一一按按键键提提示示行行就就立立即即消消失失  
以以前前早早期期版版本本兼兼容容问问题题。。可可能能是是用用错错了了光光盘盘，，误误装装了了旧旧版版

本本。。请请找找到到新新版版本本光光盘盘，，按按照照说说明明重重新新安安装装。。  
77．．开开机机时时输输入入法法总总是是自自动动打打开开  
不不要要将将其其他他输输入入法法都都删删除除而而只只留留自自然然码码。。也也不不要要在在输输入入法法

〖〖选选项项〗〗〖〖设设置置〗〗中中将将““默默认认输输入入语语言言””设设置置为为 ZZRRMM22000000。。““默默

认认输输入入语语言言””或或““默默认认输输入入法法””应应当当是是【【中中文文((中中国国))美美式式键键盘盘】】

或或【【英英文文((美美国国))】】。。  
88．．启启动动 WWoorrdd 时时输输入入法法总总是是会会自自动动打打开开  
这这是是由由 WWoorrdd 控控制制的的。。解解除除方方法法是是：：在在 WWoorrdd 菜菜单单〖〖工工具具〗〗

〖〖选选项项〗〖编辑〗里面，关闭〖启用"即点

制

〗〖编辑〗里面，关闭〖启用"即点即即输输""((CC))〗〗、、〖〖输输入入

法法控控制处处于于激激活活状状态态((LL))〗〗和和〖〖""自自动动键键盘盘""切切换换((BB))〗〗三三个个选选项项。。

99．．输输入入较较长长语语句句后后，，就就只只能能输输入入英英文文了了  
  

按【ESC】就会提示“是否终

称

按【ESC】就会提示“是否终止止””。。原原因因是是变变更更了了计计算算机机

的的名名称，，或或使使用用了了盗盗版版，，或或没没有有完完全全安安装装，，或或将将自自然然码码转转移移到到

了了另另外外的的硬硬盘盘。。解解决决的的方方法法：：重重新新安安装装一一次次。。  
1100．．按按一一个个键键出出两两个个字字母母，，无无法法正正常常输输入入

安安装装时时没没有有与与系系统统正正常常挂挂接接（（系系

  
统统权权限限不不够够））。。解解决决的的方方

法法：：按按前前面面““安安装装前前应应注注意意的的事事项项””中中的的方方法法，，使使用用管管理理员员账账

户户，，并并关掉病毒防火墙，重新安装一次。 

新

关掉病毒防火墙，重新安装一次。

1111．．调调频频及及删删词词热热键键不不起起作作用用  
 

新版版本本中中已已经经改改用用【【CCttrrll++数数字字】】作作为为删删除除热热键键（（在在〖〖基基础础

菜菜单单〗〖高级选项〗〖热键设置〗中打  C
。

〗〖高级选项〗〖热键设置〗中打 〖〖使使用用 Cttrrll++数数字字  删删
词词〗〗。建建议议直直接接用用鼠鼠标标进进行行操操作作（（删删词词：：鼠鼠标标右右键键双双击击，，调调频频：：

按按住住 SShhiifftt，，鼠鼠标标左左键键提提高高频频度度，，右右键键降降低低频频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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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朗朗读读文文章章时时听听不不到到声声音音  
不不要要设设置置 WWaavvee““静静音音””。。““静静音音”” 关关有有两两个个，，一一个个在在状状

态态条条的的音音量量调调节节上上，，还还有有一一个个比比较较隐隐蔽蔽，，需需要要用用鼠鼠标标右右键键点点击击

音音量量标标志志，，选选择择〖〖打打 音音量量控控制制〗〗才才能能看看到到。。其其中中〖〖WWaavvee〗〗下下

的的““静静音音””能能关关掉掉朗朗读读声声音音（（但但不不影影响响 VVCCDD 播播放放））。。  
1133．．输输入入时时在在文文字字的的后后面面有有空空格格和和非非法法字字符符  
22000022 年年旧旧版版本本的的问问题题。。大大概概是是用用错错了了光光盘盘，，请请找找到到新新版版本本

光光盘盘重重新新安安装装。。  
1144．．WWoorrdd 下下不不能能输输入入空空格格  
设设置置错错误误了了。。是是因因为为 WWoorrdd 不不支支持持单单独独空空格格贴贴入入的的缘缘故故。。

解解决决的的方方法法是是：：在在〖〖基基础础菜菜单单〗〗〖〖高高级级选选项项〗〗〖〖输输出出方方式式〗〗中中，，

将将〖〖剪剪切切板板输输出出模模式式〗〗改改为为〖〖全全标标准准输输出出模模式式〗〗。。或或者者在在〖〖基基

础础〗〗中中选选〖〖初初始始默默认认（（如如果果不不小小心心设设置置乱乱了了在在这这里里恢恢复复））〗〗。。  
1155．．有有些些字字输输入入到到屏屏幕幕上上就就成成空空的的了了  
一一些些字字体体不不支支持持 GGBBKK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比比如如：：““楷楷体体__GGBB22331122、、

仿仿宋宋__GGBB22331122””、、““方方正正系系列列””、、““金金山山系系列列””的的字字体体（（艺艺术术

字字体体））均均不不支支持持 GGBBKK 扩扩充充汉汉字字。。  
  解解决决方方法法：：改改用用““宋宋体体、、黑黑体体、、幼幼圆圆””，，或或用用““华华文文系系列列””

及及““微微软软系系列列””的的艺艺术术字字体体（（或或其其他他支支持持 GGBBKK  的的““仿仿宋宋体体””

和和““楷楷体体””字字体体库库））。。  
1166．．宋宋体体小小四四号号中中，，““汗汗””字字变变成成了了““汙汙””字字  
WWiinn9988 第第一一版版中中显显示示用用的的宋宋体体小小四四号号字字中中有有两两个个错错字字。。  
解解决决方方法法：：换换其其他他字字体体或或字字号号，，或或者者升升级级 WWiinnddoowwss，，也也可可

不不管管它它，，打打印印出出来来就就是是对对的的了了。。  
1177．．朗朗读读时时声声音音断断断断续续续续  

  使使用用的的可可能能是是老老式式的的计计算算机机和和声声卡卡。。  解解决决方方法法：：调调整整〖〖控控

制制面面板板〗〗〖〖多多媒媒体体属属性性〗〗〖〖音音频频〗〗〖〖回回放放〗〗〖〖高高级级属属性性〗〗〖〖扬扬

声声器器设设置置〗〗，，换换成成与与当当前前计计算算机机相相匹匹配配的的扬扬声声器器类类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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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输输入入““@@””时时变变成成空空白白

  
  

在在 新新的的版版本本中中，，使使用用【【左左 SShhiifftt++22】】出出来来应应该该是是““全全角角空空

格格””，，输输入入““@@””号号需需要要用用【【右右 SShhiifftt++22】】。。或或者者直直接接输输入入完完整整

EEmmaaiill 也也可可以以，，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识识别别。。  
  

1199．．在在 WWoorrdd 下下朗朗读读校校对对时时光光标标跟跟随随错错位位

  
  

可可能能是是使使用用了了““项项目目符符号号和和编编号号””（（在在““格格式式””中中的的第第三三

项项）），，因因为为自自动动的的符符号号和和编编号号光光标标无无法法进进入入，，所所以以朗朗读读时时就就会会

错错位位。。

  
  

解解决决方方法法：：用用【【CCttrrll++AA】】选选择择全全部部内内容容，，然然后后在在〖〖格格式式〗〗

〖〖项项目目符符号号和和编编号号〗〗中中将将〖〖项项目目符符号号〗〗和和〖〖编编号号〗〗设设置置为为““无无””，，

注注意意先先备备份份，，并并且且在在必必要要时时手手工工重重新新输输入入编编号号。。  
  

2200．．在在 WWoorrdd 下下字字体体变变成成了了台台湾湾的的““明明隶隶””  
  如如果果一一台台计计算算机机上上同同时时安安装装过过大大陆陆简简体体的的和和台台湾湾繁繁体体输输入入

法法，，在在输输入入法法状状态态上上就就会会出出现现语语言言选选项项。。安安装装后后也也会会出出现现两两种种

自自然然码码（（““ZZRRMM22000000””和和““ZZRRMM22000000BB””））。。其其中中““ZZRRMM22000000””
是是简简体体中中文文版版，，而而““ZZRRMM22000000BB””是是繁繁体体中中文文版版。。选选择择不不同同语语

言言下下的的输输入入法法之之后后 OOffffiiccee 会会自自动动调调整整显显示示字字体体，，简简体体版版对对应应““宋宋

体体（（SSiimmSSuunn））””，，繁繁体体版版对对应应““明明隶隶（（MMiinnggLLii））””。。  
  
  
  
  

  

  
  

  

  
  
  



第第二二节节    快快捷捷热热键键  
激活 后输入法 【Ctrl+Shift】（WIN2000 下【All+Shift】） 
激活首位输入法 【Ctrl+空格】（Win 默认 关当前输入法） 
切换到自然码输入法 【Ctrl+CapsLock】（激活自然码之后） 
自然码中英文切换 【右 Ctrl】或【左 Ctrl】（依热键设定) 
临时 热键设定） 英文状态 【右 Shift】或 【左 Ctrl】（依

弹出基础菜单 【Ctrl+/】 或 【Alt+Shift+/】 
弹出扩充菜单 【Alt+/】 
编码方案/拼音切换 【Alt+Shift+[】 拼音切换【Ctrl+Shift+[】 
GB/BIG5 简繁方案切换 【 hift+]】 简繁输出切换【Ctrl+Shift+]】 Alt +S
G 切形库 关 【Alt+[】 GBK 扩充库 关【Alt+]】 BK
字词句优先转换 关 【Tab】（整句识别算法、特殊词、词组、单字） 
临时模糊音(南方音) 【Alt+BackSpace】（Alt+退格键） 
中英文标点切换 【Alt+.】 全角/半角切换【Alt+,】 
中文数字 关 【Alt+\】（第一次） 
难字查询/切形 关 【Alt+\】（第二次） 
查看汉字信息  将光标停留在提示行汉字上 或【Ctrl+小键盘/】 
删除词组 【Ctrl+数字】两次（或鼠标右键双击待删字词） 
增加字词频度  按住 Shift，鼠标左键单击，频度值加 1 
 【左 Shift+数字】（需要 启相应设定） 
降低字词频度  按住 Shift，鼠标右键单击，频度值减 1 
 【右 Shift+数字】（需要 启相应设定） 
向前翻 【[】或【PgUp】 向后翻页键【]】或【PgDn】 页键 
缓冲行移动键 【‘】、【[】、【Tab】（优先转换后到句首）、 
 【→】、【←】、【Home】、【End】、 
 【-】减号、【=】等号、【,】逗号、【.】句号 
插入/替换转换键 【Ins】、“【/】、【\】（转插入、非循环）” 
修改编码及移动键 【Ctrl+←】、【Ctrl+→】 
送出提示行编码 【Shift+Enter】或【`】（【Enter】依热键设定） 
重复送出上次内容 【左 Alt+-】或【Ctrl+Shift+Enter】 
恢复提示行的内容 【Alt+=】 
重复选择送出过的字词 【Alt+数字】或（【Ctrl+数字键】依热键设定） 
取内容累加到剪切板 【Alt+Shift+Ins】 
查看系统剪切板内容 【Alt+小键盘/】 
显示/隐藏提示行 【Alt+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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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提示行样式 【Alt+Shift+=】 
打 关闭软键盘 Alt+Sh【 \】 ift+
选择软键盘种类 【Ctrl+Shift+\】 
单字/词组/特殊词 【Tab】（组句时：整句识别切换） 优先 
查看词频及所在词库  按住【Shift】并将鼠标放在提示行相应候选上 
取内容标准码造词 【Alt+Ins】（无确认等待，直接用默认全编码） 
取内容四简码造 【Alt+Del】（自定义编码造词） 词 
取内容全简码造 【Alt+Shift+Del】（自定义编码词 造词） 
从屏幕取汉字转 【Alt+→】编码 小键盘【5】（小键盘未锁定时） 或

从屏幕取汉字压缩编 【Alt+←】（仅字词方式，整句下与上相同） 码 
定义快捷串 【Alt+`】 送出快捷串【`】（空编码时） 
清除快捷串 【Alt+Shift+`】 
自动学习文风习惯 【Alt+↑】（拆分成字词且只学习不能识别的） 
整句直接学习 【Alt+Shift+↑】（不拆分，直接学习） 
分字词逐词朗读 【Alt+↓】 时显示汉字信息） （单字同

分字词连续朗读 【Alt+Shift+ PgDn】  
带标点朗读校对 【Alt+PgDn】 
带逗号数字校对朗读 【Alt+PgUp】 
口语化数字 【Alt+Shift +PgUp】 朗读 
缓冲行直接朗读 【Alt+Enter】 
简 【Alt+Shift+→】 繁体转简体【Alt+Shif体转繁体 t+←】 
汉字转当前编码 【Alt+Shift+↓】 
汉 【Alt+Home】 字转汉字拼音 
汉字转无调全 【Alt+Shift+ Home】 拼 
修复 Word 非中 【Alt+End】（Word 剪切出来的半角引号） 文引号 
修 【Alt+Shift+End】（半角逗号、半角省略号复不规范中文标点 等） 
修 【Alt+ Shift+;】（段落重排） 复不规范文字段落 
修复网页剪切内容 【Alt+;】（全角英文、半角引号、段落重排）  
转换 htm 网页到纯文 【Alt+ Shift+'】（消控制符本 ， 段落） 还原

全角英文数字变半 【Alt+Shift+,】（方正小样或人民网某些内容） 角 
压缩中文标点为半角 【Alt+Shift+.】（压缩版面空间但不减 少字数） 
重复上次扩充功能 【Ctrl+`】或【Alt+小键盘 5】 
重复上次扩充功能 【Ctrl+Shift+`】(强行从剪切板取内容) 
读屏幕累加到缓存区 【Ctrl+小键盘+】 读文件累加 【Alt+小键盘+】 
写缓存区内容到屏幕 【Ctrl +小键盘*】 写到文件 【Alt+小键盘*】 
查看缓存区字节数 【Ctrl +小键盘-】量  清除并释放 【Alt+小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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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后    记记

入编码和多

多热心

的

支持

谢：

管理局 子科技大学 王兵 
北省英山县第一中学 田寿良 

发改局 菜配送中心有限公司 王金华 
修学校 疆乌鲁木齐  孙宝鹏 

coudan、Lu by
(Foolm 点、革命者、梦回唐朝、木鱼精灵、

（暮鸦 的鹰、鹰翔天涯、风箫箫、鲁儿 等 

 

李 岗 

一兵 

 
葛伟民 
徐怀清

   
   
 自然码软件自 1989 年底正式推出后，一直不断地创新、完

善和改进，目前已经是一种集整句输入、音形字词输入于一体

的汉字输入系统，并且具有多种输入方式、多种输

种扩充功能。自然码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

用户的支持和大力宣传。因为有这些用户的支持和鼓励，自然

码才能够有 绩，为此 予自然码支持的今天的成 ，我们向所有给

用户们表示 诚挚的感谢！ 
 在自然码软件 研制、改进、测试、词库校对、专业词库

制作、语音库制作以及本书编写中得到了众多用户的大力

与合作，特此感  
 

广州 食品药品监督 李志辉 电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刘振宇 湖

山东省临沂 兰山区 丁栋梁 深圳乐仙果

福建省安溪县教师进 陈挺秀 新

自然码爱好者 bber、dongchenyu、ley r、QQQ456(西部居士)、无名氏、

过客 an)、古峰、残风、第七

郁离 ）、卡巴斯基、飞翔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陈浩良 中国戏剧家协会 吴 越

北京工商大学 潘宗福 中国民航总局 李纯坚 
河北乐亭第一中学 李绍宏 北京八中 
中国人民大学 周山芙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   陈一凡，陈民 
北京军区总院 庄照来 北京电影学院 刘

河南中医学院 梁华龙 北京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 余家阔 
国家计委 场与价格研究所 韩志荣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汪亚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 雄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 
中国戏剧出版社 苏明慈 北京建材学院  
 

 其中 BIG5 繁体字词库由卢咸池、龚学胜先生协助审定，基本符合港

台及海外现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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