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卷第 1 期
2014 年 2 月

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ol.31, No.1
Feb., 2014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文键盘标准制定研究∗
迪丽尼格尔·热夏提1 ，吾守尔·斯拉木1,2 † ，艾尼宛尔·托乎提1,2 ，米尔阿迪力江·麦麦提1
(1. 新疆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 新疆大学 新疆多语种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 ： 为进一步统一与完善维哈柯文各种系统软硬件的键盘布局，在传统键盘标准的基础上，本文经过多次
讨论及分析，重新确立了符合GB12510-90标准的新的键盘布局．并且按照这些新规定的原则制定出了新的pc键
盘布局及数字键盘布局．此外，还有新出的各种嵌入式软硬件的键盘布局标准．文中给出了这些新制定的键盘布
局图，并通过例子进一步验证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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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 Keyboard of Uyghur,
Kazakh, Kirg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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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unify the both software and hardware keyboard layout of various systems in
Uyghur, Kazak, Kirgiz,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keyboard standard, via great number of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reformulated the new layout principles in accordance with GB12510-90 and new PC keyboard layout,
digital keyboard layout, in addition to the new standard keyboard layout of various embedded software and
hardwar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new formulation of the keyboard layout , and its validity is further verified
by examples. I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minority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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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多民族聚集区域，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约占总人口的60% ．维
哈柯文无论在政府办公，还是在人民日常生活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进行维哈柯文信息化技术研究
并且推出其标准，对促进新疆的全面发展，提高各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 ．针对
信息处理的应用需求及维哈柯文文字特点, 本文研究了信息处理中关键技术之一的“维哈柯文键盘制定标
准” ，对新疆地区信息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近十年来，各种维哈柯文嵌入式系统和产品及其应用越来越多，因此数字键盘的进一步规范化、标准
化成了一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故在这次制定的标准中我们还提出了维哈柯文数字键盘的布局标准．
据我们调研，市场上的各种维哈柯文系统软件键盘布局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差异．并且初次
制定的键盘布局标准有一些欠缺，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工信部的项目“维哈柯文软件标准体系研究及标准
制定”重新讨论并进行修改，制定发布了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的维哈柯文键盘布局标准．
∗ 收稿日期：201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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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标准的制定原则

标准键盘是计算机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外部设备之一．设计计算机键盘需要综合很多的因素，例如
字母在书面表达中出现的概率、人体生理结构（肩膀距离、手指灵活程度）、左右手负荷、两手交替频率
等．其中，各个字母在书面表达中出现的频率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目前最常见且通用的布局方案是最初由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于1868年提出的Qwerty 键盘．随
后August Dvorak依据平衡双手负担、常用字母出现在中排、更有力的手指负担更多输入等原则，在1932年
设计了新的键盘布局，从而提高了打字效率．Dvorak键盘布局理论指出：
(1)双手交替打字，且右手和左手的负荷应该是相等的；
(2)高频优先，最大化中间行(Home Row)的负荷，即中间行累计频率最高，其次是上面行和下面行；
(3)两手顺序交替的频率最大化，并且相同手指的频率最小化[2] ．
近年来随着电子设备的不断普及及移动电子设备的发展，关于键盘设计又有人提出很多新的想法[3] ．
然而，维吾尔文键盘布局国家标准早在1989年通过鉴定，1990年发布；哈萨克文键盘布局国家标准在1992年
和哈萨克文字符集代码标准一起通过鉴定，国家标准局也已接受并通过了审批，由于排版印刷等原因拖
了几年没能正式发布．当时同样讨论制定柯尔克孜文键盘布局标准，但是没有正式申报地方技术监督局
审批发布．以上三种文字键盘布局标准已使用了20年左右，对开发应用的各种维哈柯文信息处理软件和
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统一规划及完善维哈柯文键
盘布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迫切需求的重要任务之一．
总之，最新标准规定了面向GB 12050-1989[4] 、GB 21669-2008[5] 和GB 13000-2010[6] 中维吾尔文字符的
通用键盘字母数字区布局；面向GB 21669-2008[5] 和GB 13000-2010[6] 中哈萨克文及柯尔克文字符的通用键
盘字母数字区布局．除此还有，数字键盘还可以输入GB 12050-1989[4] “信息处理信息交换用维吾尔文编码
图形字符集” 、GB 21669-2008[5] “信息技术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编码字符集”和GB 13000[6] “信
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UCS)”中规定的全部维吾尔文字符；以及数字键盘可以输入的GB 216692008[5] “信息技术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编码字符集”和GB 13000[6] “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
字符集(UCS)”中规定的全部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字符等．
目前计算机键盘布局主要是参考英文字母，也就是说是按26个字母来布局的．但是维吾尔文有32个
字母，哈萨克文有34个字母，而柯尔克孜文中有30个字母．因此，制定这三个文字键盘布局时，还需考虑
在一个键上放置几个字符，在逻辑上可以将这些字符分成不同的层．即引入主键盘与辅助键盘层等两层，
采用换挡方式可以选择上下档对应层的字符．如下表1所示这两层的分配标准．
表 1

层的分配

层选

激活层

不用层选 （缺省
=层1）

层1（主键盘）

上档键选择（按shift键）

层2（辅助键盘）

在1989年发布的维吾尔文键盘标准方案考虑了以下三点因素: (1)重点考虑字母使用频率，使用频率
高的字母安排在键盘中间位置；(2)尽量靠近英文键盘布局；(3)考虑十指操作方便．
当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信息化事业的发展．因此，考虑到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更
加完善、合理、科学的信息技术标准的迫切需求．在国家工信部重点项目的多次讨论会，达成在保持上述
三个原则的基础上对维哈柯文各类键盘标准原则进行了补充的共识，重新制定了以下几个原则：
1.1 重点考虑字母使用频率，使用频率高的字母安排在键盘中间位置
计算机键盘的每个键位都有其属性，而每种文字(音节文字)的音素或部件也各有其属性．如何将这两
种属性恰到好处地使之“对号入座” ，是键盘布局设计的基本要求[7] ．因此本文依照维哈柯文字符使用率高
到低的顺序原则进行布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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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靠近英文键盘布局
目前世界各个语言的键盘布局大都通用英文键盘布局，这样有利于记忆，并且在各个语言切换时也
较方便．
1.3 考虑十指操作方便
用户使用计算机越方便越好，而键盘作为最直接的外部设备，其布局对计算机的操作性能，以及用户
对计算机的使用感受具有重大影响．
1.4 维、哈、柯文键盘布局尽量一致
维哈柯这三种文字差别不是很大，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突厥语系，而且在多民族居住的新疆是主
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因此它们的键盘布局也应该要基本一致，这样对各民族间相互使用、交流与学习
有一定好处．
1.5 数字键盘的字母按英文发音相似性安排在同一个位置上
数字键盘布局键位不多，为了便于记忆和使用，按照国际通用性，应以英文字母作参考．
1.6 嵌入式硬键盘的布局跟pc键盘一样
由于嵌入式硬键盘本身就跟pc键盘一样，因此其键盘布局也完全按照pc键盘布局原则进行布局．
1.7 软键盘的布局保留pc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一键一字母和字形自动选择的功能．
1.2

2

维哈柯文通用的pc标准键盘

标准维哈柯文pc键盘布局
图1∼6是按照上述原则经过多次讨论与分析制定出的符合GB12510-90[8] 标准的维哈柯文pc键盘布局
图．
2.1

图 1

维吾尔文pc键盘直档键（主键盘）

图 3

哈萨克文pc键盘直档键

图 2

维吾尔文pc键盘按shift键时（辅助键盘）

图 4

哈萨克文pc键盘按shift键时

验证字母频率的影响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作为关键因素的字母频率对键盘布局的影响．表2所示是
利用自制字符统计软件对维吾尔著名历史长篇小说“故乡-母亲”中字符出现的频率统计的结果[9] ．这篇长
篇小说分为三册，共有2 397 901个字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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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柯尔克孜文pc键盘直档键

图 6

表 2

105

柯尔克孜文pc键盘按shift键时

字符频率统计结果

将表2统计结果与图1 、2对比可以看出，字符出现频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键盘的布局．字符根
据其使用频率的大小决定其在键盘中的位置：频率高的安排在中间位置，同排中优先排右键区，其次排左
键区．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母布局在键盘的最中间位置，这样用户手指操作更加方便．此外将有些使用率很
低的字母安排在辅助键盘，也就是按shift键的同时才能显示出来．

3

嵌入式设备数字键盘标准

随着嵌入式设备的广泛应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以数字键盘为主的，能处理维哈柯文信息的电子产
品，例如手机、遥控器、数据采集器等．根据其采用的键盘布局类型，可以归纳以下几种：
（1）按字母表的顺序安排；
特点：突出了维哈柯文的词典顺序．
缺点：记忆字母顺序不方便，容易出错．
（2）跟PC键盘布局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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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跟PC一样，容易记忆．
缺点：有些键盘任务太大，八个键上输入不太方便．
（3）按英文字母音顺序安排．
特点：英文和维吾尔文在发音上比较相似，有些与英文发音不相同的字母根据维哈柯文新文字的特
点安排，这样的键盘布局较方便记忆．
缺点：有些按键上安排的字母多，有些字母输入繁琐．比如要输入这个字母需要按5次6号键才能输
入，如果用选择式输入只需要两次按键就可以；按键使用率不均匀．
除此之外，对于使用阿勒泰语系的语言，其基本字母根据其在单词中的位置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
态．这给用户输入和显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也是设计键盘布局时需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针对有字母变形的语言，设计了相应的变形引擎，引擎根据用户输入的字母位置信息，通过完整
的变形规则，自动选择正确的形式输出显示，不需要麻烦用户自己选择字母形态，简化了输入过程，提高
了速度．
经过对上述各种布局原则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参考其它形式的键盘布局，本文决定使用以下基本
标准原则来布局数字键盘：
（1）维、哈、柯文键盘布局尽量一致；
（2）与英文发音相似的安排在一个位置上；
（3）对于英文里没
有的字母，按它的源语言发音相似的字母安排在统一个位置，即遵守“一键多符”原则．
3.1 嵌入式设备数字键盘布局
根据上述原则，制定了以下符合GB12510-90[8] 标准的嵌入式设备数字键盘布局标准方案．本文选择
图7～9中所示的“1-2-3”式维哈柯文数字键盘的键位布局为例．除此之外，“7-8-9” 式的数字键盘布局也跟
图2所示的字符键位一样，只是数字顺序不一样．

图 7

维吾尔文数字键盘布局

图 8

哈萨克文数字键盘布局

图 9

柯尔克孜文数字键盘布局

嵌入式设备硬键盘布局
除了数字键盘之外，在一些电子产品中也使用了嵌入式设备硬键盘．此类产品的键盘布局跟pc完全
一样, 也即用pc键盘的布局原则进行布局．
3.3 嵌入式设备软键盘布局
最新一系列产品上采用的不是物理键盘，而是通过软件生成的软键盘，比如：iphone 、ipad 、windows
mobile等产品都采用着这样的软键盘．因此，根据市场需求，经对此类键盘布局讨论制定出了如下布局原
则：(1)尊重pc键盘标准,并且保持基本一致；(2)通过软件扩展键盘区域，实现一键一字母输入方式，并自
动选形；(3)保持原来的标点符号，修改等符号．
图10∼12所示的就是根据上述原则设计的维哈柯文软键盘布局图．
3.2

4

结语
键盘作为计算机的主要输入设备，其设计与改进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今天尤为重要．随着信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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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在政府办公、日常学习及生活中对信息化的需求也不断增强．键盘标准是计算机与
信息领域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标准之一．

图 10

维吾尔文软键盘布局

图 11

哈萨克文软键盘布局

图 12

柯尔克文软键盘布局

虽然维哈柯文键盘标准推出较早，但是因为标准并不完善、在市场上使用不统一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给维哈柯文信息化及标准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本文经过研究分析，制定出了统一的维哈柯文各类键盘
的布局标准，对各民族共享信息时代的技术成果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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