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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troduction

Here are 96 place name used ideographs in total, 14 of them can be found in SJ/T 11239—2001,

15 of them are traditional forms of the ideographs in SJ/T 11239—2001 and 1 is a variat of ⿳甫

𠆢氺 which is included in IRG WS2017. What’s more, 19 of them are found in modern books

while other 77 are found in ancient books (include the books that photocopied and published in

modern times).

Considering that it’s of great inconvenience for the people who study place names and the

people who lives in the villages whose names contain these ideographs to use them, we think

they should be encod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document shows their glyphs, IDSes, evidec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needed.

2.Proposed Characters

Number Glyph IDS 
Hanyu 

Pinyin 

kRSUnicode 

Value 
Evidece 

Location in  

SJ/T 11239—2001 

1 ⿱厶丨 guǎi 2.2 

Fig.1 

Fig.2 

Fig.3 

N/A 

2 ⿰⿱丶乛亅 zhāng 3.2 Fig.4 N/A 

3 ⿺乙孔 N/A 5.4 Fig.5 N/A 

4 ⿰亻⿱山西 N/A 9.9 Fig.6 N/A 

5 ⿱又丨 děng 29.1 Fig.7 18-78

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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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土 hào 32.5 Fig.8 N/A 

7  ⿱㐌土 tuó 32.5 Fig.9 N/A 

8  ⿱甪土 luò 32.6 Fig.9 N/A 

9  ⿰土却 jiǎo 32.7 Fig.10 N/A 

10  ⿰土⿱夗土 N/A 32.8 Fig.11 N/A 

11  ⿰土秋 N/A 32.9 Fig.12 N/A 

12  ⿰土鳬 niǎo 32.9 Fig.13 
Tranditional Form 

of 20-43 

13  ⿰土匪 N/A 32.10 Fig.14 N/A 

14  ⿰土效 N/A 32.10 Fig.15 N/A 

15  ⿱效土 N/A 32.10 Fig.16 N/A 

16  ⿰土⿱罒缶 N/A 32.11 Fig.18 22-72 

17  ⿰土圍 wéi 32.12 Fig.17 
Tranditional Form 

of 20-81 

18  ⿰土匯 N/A 32.13 Fig.19 N/A 

19  ⿰土幹 gān 32.13 Fig.20 
Tranditional Form 

of 19-12 



20  ⿰土奪 wo 32.14 Fig.21 
Tranditional Form 

of 20-16 

21  ⿰土⿱雨伯 bà 32.15 Fig.22 N/A 

22  ⿰土蹇 N/A 32.17 Fig.23 N/A 

23  ⿱斷土 duàn 32.18 Fig.24 
Tranditional Form 

of 22-66 

24  ⿰土競 N/A 32.20 Fig.25 N/A 

25  ⿱大⿰丶小 N/A 37.4 Fig.26 N/A 

26  ⿱打女 N/A 38.5 Fig.27 N/A 

27  ⿰女屈 N/A 38.8 Fig.28 N/A 

28  ⿺兀睘 N/A 43.13 Fig.29 N/A 

29  ⿱山皮 N/A 46.5 Fig.31 27-11 

30  ⿱山伏 N/A 46.6 Fig.31 27-28 

31  ⿱山地 nuò 46.6 Fig.30 27-31 

32  ⿰山㐫 nǎo 46.6 Fig.32 N/A 

33  ⿱山限 N/A 46.8 Fig.33 N/A 



34  ⿰山忽 huì 46.8 Fig.32 N/A 

35  ⿱山長 
yǐn/yǐ

ng 
46.8 Fig.34 

Tranditional Form 

of 26-61 

36  ⿱山便 N/A 46.9 Fig.35 N/A 

37  ⿱山洪 N/A 46.9 Fig.36 N/A 

38  ⿰山𡿺 nǎo 46.9 Fig.37 N/A 

39  ⿱山倲 kuǎ 46.10 Fig.38 
Tranditional Form 

of 27-57 

40  ⿱山𨠭 N/A 46.13 Fig.39 N/A 

41  ⿰山廉 N/A 46.13 Fig.40 N/A 

42  ⿲彳堂亍 N/A 60.14 Fig.41 N/A 

43  ⿰扌𠣎 N/A 64.5 Fig.42 24-90 

44  ⿱拍木 N/A 75.8 Fig.43 N/A 

45  ⿰木斿 yóu 75.9 Fig.44 N/A 

46  ⿰木毫 N/A 75.11 Fig.46 N/A 

47  ⿱打母 N/A 80.5 Fig.45 N/A 



48  ⿰氵厄 N/A 85.3 Fig.47 N/A 

49  ⿰氵孔 N/A 85.4 Fig.48 N/A 

50  ⿰氵穵 N/A 85.6 Fig.49 N/A 

51  ⿰氵戗 qiāng 85.8 Fig.51 N/A 

52  ⿰氵怨 N/A 85.9 Fig.50 N/A 

53  ⿰氵欲 N/A 85.11 Fig.52 N/A 

54  ⿰氵兜 dōu 85.11 
Fig.53 

Fig.89 
N/A 

55  ⿰氵敗 bài 85.11 Fig.54 
Tranditional Form 

of 30-22 

56  ⿳圃𠆢氺 yǐn(g) 85.12 Fig.55 Variant of 35-92 

57  ⿰氵兢 N/A 85.14 Fig.56  N/A 

58  ⿰氵戧 qiāng 85.14 Fig.57 N/A 

59  ⿰氵𨂝 N/A 85.15 Fig.58 N/A 

60  ⿰氵戀 liàn 85.23 Fig.59 
Tranditional Form 

of 30-54 

61  ⿺化田 N/A 102.4 Fig.60 N/A 



62  ⿰田念 N/A 102.8 Fig.61 N/A 

63  ⿰田奔 ben 102.8 Fig.62 N/A 

64  ⿰石忠 N/A 112.8 Fig.63 N/A 

65  ⿰石剌 N/A 112.9 Fig.64 N/A 

66  ⿰石茂 N/A 112.9 Fig.65 36-90 

67  ⿰石弯 wān 112.9 Fig.66 37-27 

68  ⿰石费 fèi 112.9 Fig.67 37-32 

69  ⿱𡨄石 N/A 112.10 Fig.68 N/A 

70  ⿱准石 xuě 112.10 Fig.70 37-42 

71  ⿰石曼 N/A 112.11 
Fig.69 

Fig.71 
N/A 

72  ⿰石梟 N/A 112.11 Fig.72 N/A 

73  ⿰石竟 N/A 112.11 Fig.73 N/A 

74  ⿰石貴 guì 112.12 Fig.74 
Tranditional Form 

of 37-20 

75  ⿰石量 N/A 112.12 Fig.75 N/A 



76  ⿰石費 fèi 112.12 Fig.76 
Tranditional Form 

of 37-32 

77  ⿰石對 N/A 112.14 Fig.77 N/A 

78  ⿰石罷 bǎi 112.15 Fig.78 
Tranditional Form 

of 37-37 

79  ⿰石頼 N/A 112.16 Fig.79 N/A 

80  ⿰石彎 wān 112.22 Fig.80 
Tranditional Form 

of 37-27 

81  ⿱穴泘 hū 116.8 Fig.81 N/A 

82  ⿱穴沱 tuó 116.8 Fig.81 N/A 

83  ⿱𥫗頗 bò 118.14 Fig.82 N/A 

84  ⿰糸𦊙 N/A 120.9 Fig.83 N/A 

85  ⿰糸勞 láo 120.12 Fig.84 N/A 

86  ⿰缶曾 N/A 121.12 Fig.85 40-44 

87  ⿱艹孩 N/A 140.8 Fig.86 N/A 

88  ⿺東西 N/A 146.8 Fig.87 N/A 

89  ⿰𧾷宰 N/A 157.10 Fig.88 N/A 



90  ⿱車宅 N/A 159.6 Fig.89 N/A 

91  ⿵門朱 chǔ 169.6 Fig.90 
Tranditional Form 

of 29-42 

92  ⿰阝弄 nòng 170.7 Fig.91 18-50 

93  ⿰马犬 N/A 187.4 Fig.31 31-88 

94  ⿰鱼肙 N/A 195.7 Fig.92 N/A 

95  ⿰白鸟 bó 196.5 Fig.93 38-93 

96  ⿰厓鳥 yá/yàn 196.8 Fig.94 
Tranditional Form 

of 39-10 

 

  



3.Evidence 

Fig.1 刘春堂 修, 吴寿宽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高淳县志》, 民国 7 年(1918 年), 卷四, 

p8 

  
 

Fig.2 冷玉龙，韦一心 主编: 《中华字海》, 北京: 中华书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57-0630-6, p200 

 

  



Fig.3 高淳县地名委员会 编: 《江苏省高淳县地名录》, 1985 年 8 月, p118 

—— Fig.1 and Fig.3 indicates that  has the same meaning of “柺” as Fig.2 says, thus  is not 

congnate with 㐃(U+3403), which is a Korean character. 

 

  



Fig.4 吕耀钤 修, 高焕然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松阳县志》, 民国 15 年(1926 年), 卷 6, 

p24 

 
 

 

Fig.5 周学仕 修, 马呈图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罗定志》, 民国 24 年(1935 年), 卷一·疆

域, p18 

 

  



Fig.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 编: 《续修四库全书 690 史部·地理类 重修天津府

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p491 

 

  



Fig.7 安福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 《江西省安福县地名志》, 1984 年 9 月, p150 

——This “讹” doesn’t mean wrong here, but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the different shape or 

character from the original one. The “谭”讹 and “布”讹 on the right side have the same 

meaning. 

 

  



Fig.8 吴江县地名委员会: 《江苏省吴江县地名录》, 1983 年 6 月, p299 

 

  



Fig.9 宜兴县地名委员会( Yixing County Office of Regional Names, PRC ) : 《江苏省宜兴县地名

录》, 1983 年, p302  

 
 

  



Fig.10 严用琛 修, 王维新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襄垣县志》, 民國 17 年(1928 年), 卷

二, p6 

 

Fig.11 刘溎年 张联桂 修, 邓抡斌 陈新铨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惠州府志》, 清光绪 7

年(1881 年), 卷二十三, p35 

 



Fig.12 刘春堂 修, 吴寿宽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高淳县志》, 民国 7 年(1918 年), 卷

三, p15 

 
 

 

Fig.13 陈鸿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仁化县志》, 清光绪 9 年(1883 年), 卷一, p29 

 

  



Fig.14 疏筤 修, 陈殿阶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武康县志》, 清道光 9 年(1829 年), 卷

四, p26 

 
Fig.15 李亨特 总裁, 平恕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绍兴府志》, 清乾隆 57 年(1792 年), 

卷六十二, p21 

 



Fig.16 紹興縣修志委員會 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绍兴县志资料 第一辑 第 15 册》, 

民国 26-28 年(1937-1939 年), p38 

 

Fig.17 李恭简 修, 魏儶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续修兴化县志》, 民国 32 年(1943 年), 

卷一, p1 

 

  



Fig.18 曹允源 等总纂, 蘇州文新公司 承印: 《吴县志》, 民国 22 年(1933 年), 卷 42, p3 

 

  



Fig.19 樊维城 等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海盐县图经》, 清乾隆 13 年(1748 年), 卷三, p90 

 

 

Fig.20 高廷法 沈琮 修, 陆耀遹 董佑诚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咸宁县志》, 清嘉庆 24

年(1819 年), 卷一, p9 

 

  



Fig.21 阎佩礼 修, 段金成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永和县志》, 民国 20 年(1931 年), 卷

十四, p6 

 

Fig.22 吕耀钤 修, 高焕然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松阳县志》, 民国 15 年(1926 年), 卷

6, p25 

 
  



Fig.23 严辰 等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桐乡县志》, 清光绪 13 年(1887 年), 卷五, p22 

 
 

Fig.24 梁悦馨 莫祥芝 修, 季念诒 沈锽 纂: 《通州直隶州志》, 清光绪元年(1875 年), 卷四, 

p29 

 

 

  



Fig.25 金福曾 修, 熊其英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吴江县续志》, 清光绪 5 年(1879 年), 

卷三十九, p8 

 

 

Fig.26 : 金城 修, 陈佘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新昌县志》, 民国 8 年(1919 年), 卷五, 

p37 

 



Fig.27 杨文骏 修, 朱一新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德庆州志》, 清光绪 25 年(1899 年), 

卷四, p28 

 
 

 

Fig.28 陈耆卿 纂, 临海宋氏 重梓: 《嘉定赤城志》, 清嘉庆 23 年(1818 年), 卷二十三, p9 

 

  



Fig.29 周右 总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东台县志》, 清道光 10 年(1830 年), 卷十七, p3 

 

 

Fig.30 苍梧县地名委员会( Cangwu County Office of Regional Names, PRC ): 《广西壮族自治

区苍梧县地名集》, 1983 年, p415  

 
  



Fig.31 宁明县人民政府( Ningming County People's Government, PRC ): 《广西壮族自治区宁

明县地名集》, p193  

 
 

  



Fig.32 安阳市地名图书编委会: 《河南省安阳市地名录》,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1 年 8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54-162-2, p417 

 

 

 

  



Fig.33 金城 修, 陈佘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新昌县志》, 民国 8 年(1919 年), 卷二, p13 

 

 

Fig.34 罗士筠 修, 陈汉章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象山县志》, 民国 16 年(1927 年), 卷

三十二, p52 

 



Fig.35 张淑渠 姚学瑛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潞安府志》, 清乾隆 35 年(1770 年), 卷四, 

p41 

     

Fig.36 刘织超 修, 温廷敬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民国大埔县志》, 民国 32 年(1943 年), 

卷九, p10 

  



Fig.37 方策 总裁, 王幼侨 总纂: 《续安阳县志》, 北平: 文岚簃古宋印书局, 1933 年, 卷

三, p2 

 
  



Fig.38 陳銘鑑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西平县志》, 民国 23 年(1934 年), 卷四, p34 

 

Fig.39 喻长霖 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台州府志》, 民国 25 年(1936 年), 卷五十五, p9 

 
  



Fig.40 曾国荃 等撰,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山西通志》, 清光绪 18 年(1892 年), 卷三十四, 

p17 

 

Fig.41 秦簧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光绪兰溪县志》, 清光绪 15 年(1889 年), 卷一, p1 

 

  



Fig.42 李登云 钱宝镕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乐清县志》, 民国 20 年(1931 年), 卷二, 

p20 

 

Fig.43 周学仕 修, 马呈图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罗定志》, 民国 24 年(1935 年), 卷

一·疆域, p14 

 

  



Fig.44 史能之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重修毗陵志》, 清嘉庆 25 年(1820 年), 志十四, p10 

 

Fig.45 杨文骏 修, 朱一新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德庆州志》, 清光绪 25 年(1899 年), 

卷二, p5 

 

  



Fig.46 英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英德县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8-05360-2, p106 

 

  



Fig.47 李翰章 等撰, 粤东编译公司 承印,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广东舆地图说》, 清宣统

元年(1909 年), 卷二, p11 

 

Fig.48 王梦弼 邵向荣 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镇海县志》, 清乾隆 45 年(1780 年), 

卷一, p7 

 



Fig.49 阿思哈 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续河南通志》, 清乾隆 32 年(1767 年), 卷十

七, p5 

 

Fig.50 杨文骏 修, 朱一新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德庆州志》, 清光绪 25 年(1899 年), 

卷二, p13 

 

  



Fig.51 德清县地名委员会: 《浙江省德清县地名志》, 1984 年 9 月, p381 

 
  



Fig.52 周家楣 缪荃孙 编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顺天府志》, 清光绪 10-12 年(1884-

1886 年), 卷二十八, p37 

 

Fig.53 汪坚青 修, 余杭县县志办公室 整理,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光绪杭县志稿》, 1985

年, 卷七, p34 

 



Fig.54 刘于义 修, 沈青崖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陕西通志》, 清雍正 13 年(1735 年), 

卷四十, p17 

 

Fig.55 阮元 监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广东通志》, 清道光 2 年(1822 年), 卷九十二, 

p17 

 

  



Fig.56 吴馨 等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上海县续志》, 民国 7 年(1918 年), 卷四, p19 

 

  



Fig.57 吴翯皋等 修, 程淼 纂: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六〇号 浙江省德清县志》, 

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70 年, p127 

 

  



Fig.58 张镜寰 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重修常昭合志》, 民国 38 年(1949 年), 卷四, p50 

 

Fig.59 李书吉 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澄海县志》, 清嘉庆 20 年(1815 年), 卷十三, 

p4 

  



Fig.60 马呈图 等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宣统高要县志》, 民国 27 年(1938 年), 卷

二, p17 

 

Fig.61 马呈图 等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宣统高要县志》, 民国 27 年(1938 年), 卷

二, p8 

 



Fig.62 李钟岳 修, 孙寿芝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丽水县志》, 民国 15 年(1926 年), 

卷一, p11 

 

Fig.63 杨廷望 纂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 《衢州府志》, 清光绪 8 年(1882 年), 卷四, p19 

 



 

Fig.64 额哲克 等修, 单兴诗 纂, 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韶州府志》, 清同治 13 年-清光緒 2

年(1874-1876 年), 卷三十五, p2 

 

  



Fig.65 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澄海县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8-00778-3,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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