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译
林
赏
析

译
文
探
讨

译
海
拾
贝

编
译
研
究

1 4 7 9

翻
译
资
讯

编
译
往
来

编
者
寄
语

13 15 18

1

译林赏析

译林赏析
本期的译林赏析栏目主要分析科技英语翻译中的
名词化结构。名词化，顾名思义，是将不是名词的词
变为名词的过程，包括动词名词化、形容词名词化和
小句名词化等。
名词化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运用不同于日常英
语，是科技英语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从已发表
的相关文献中摘取了部分范例，希望这些范例能够为
大家的实际翻译工作带来启发。

（一）动词的名词化
这种名词化过程在英语中最为常见，这类名词由动词转化而
来，因而具有动作意义，也被称作行为抽象名词，它一般是动词加
动词后缀构成的。这类常见的后缀一般有: -tion，-sion，-ment，-is,
-ence，-ance，-ure，-ing，-al，-is，-ge等等，如:
【例1】1
中文：插入一条斜线便可以纠正此错误。
译文：
(1) You can rectify this fault if you insert a slash.
(2) Rectification of this fault is achieved by insertion of a slash.
译 文(1)中 的 动 词 rectify 和 insert 在 译 文(2)中 转 化 成 了 名 词
rectification 和 insertion。经过名词化处理的句(2)由原来的复合句变
成了简单句，句子结构更加精练严谨，同时由于使用抽象名词替代原
来的人称代词做主语，句子的语体也更加正式。例2属于同样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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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
中文：我们在分析破损材料时，通常需要先做直观判断，再做实际
测验。
译文:
(1) When we analyze a damaged material, we usually judge by our
intuition and then test the damaged material.
(2) Analysis of a damaged material usually requires intuitive judgment followed by real-testing.
译 文(2)通 过 将(1)中 的 动 词analyze转 换 为 名 词analysis，将 动 词
judge转换为名词judgment，而使译文更符合科技英语的文体特点。
（二）形容词的名词化
这类名词是由形容词派生而来的。由于形容词对名词起修饰作
用，因此它们也被称为品质抽象名词。它们由形容词加后缀构成，
后缀一般有：-ity，-ness，-ty，-ence，-ency，-ance，-th，-acy等等。如：
【例3】3
中文：优质单晶体绝对是制造集成电路的必备之物 。
译文:
(1) Single crystals of high perfection are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the
fabrica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2) Single crystals of high perfection are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the
fabricatio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necessary被名词化为necessity，使译文(2)的表达更具客观性，符
合科技语篇的表达习惯 。
【例4】2
中文：结果的正确性值得怀疑。
译文：
(1) It is doubtful how accurate the result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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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accuracy of these results is doubtful.
译文(2)中采用名词accuracy代替译文(1)中的形容词accurate，使译
文简洁、精炼，更加符合科技文体的翻译风格。
（三）小句的名词化
小句的名词化就是通过信息打包把句子转化成名词词组，它能使
过程变成物，使原来的多个成分合并成为一个成分，如:
【例5】2
中文：地球绕轴自转，引起昼夜的变化。
译文:
(1) The earth rotates on its own axis, which causes the change from
day to night.
(2) 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 on its own axis causes the change from
day to night.
译文(2)是将从句名词化，将复杂句变成了简单句。这种处理不仅
将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简化为一个动宾词组，而且强调了地球的自
传，使译文更加简洁、清晰，体现科技翻译的文体特征。
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名词化而滥用名词化，比如下面的例6：
【例6】
中文：术后，总的抗纤维蛋白溶酶水平明显提高。
译文:
(1)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total antiplasmin level occurred postoperatively.
(2) The total antiplasmin leve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operation.
译文(1)中动词occurred既未表达本句的动作，又无实在意义。相
反，主语increase一词表达了动作，包含着新信息，应该放在谓语的
位置，所以译文(2)更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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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栏目中，我们主要从翻译稿件中选出一些
典型的错误或者不规范之处，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标点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
机组成部分。英汉两种语言的体系不同，标点符号的
用法也不尽相同。在翻译中，人们往往关注翻译的理
论和技巧而忽略了标点符号。本期译文探讨栏目主要
摘取了逗号和en dash(–，短破折号)在实际翻译中的错
误用法。
（一）逗号
【例1】



The variance ratios of amount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5%, 10%,
15%, 25%, 35%, 50%, 70% and 95% respectively.



The variance ratios of amount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5%, 10%,
15%, 25%, 35%, 50%, 70%, and 95%, respectively.
在这组例子中，连接一系列并列的词或片语（3个及以上）要用
逗 号 和and4,5；respectively前 面 一 般 也 是 要 加 逗 号 的，但 如 果
respectively是用来修饰句中后面的items跟前面的items的关系时，一
般不用逗号间隔，如：The cups and saucers cost 5 and 3 respectively.
（两样东西，各自不同的价格。）
【例2】

 Besides, it can outperform adjacent stimuli, i.e. it should have
higher competitiveness.

 Besides, it can outperform adjacent stimuli, i.e., it should have
higher competitiveness.
像i.e.、e.g.和namely之类的副词或副词片语，需要加逗号再链接
后面的短语或句子4。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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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In addition, employees with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s can
take more work than others do which allows them to be perceived as
“speakers” of the official leaders.



In addition, employees with boundary spanning behaviors can
take more work than others do, which allows them to be perceived as
“speakers” of the official leaders.
这句话对应的中文是：“另外，跨界行为也会让员工承担相比于
其他团队成员更多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可能让其他团队成员认为跨
界员工成为正式领导的‘代言人’”。如果which前没有逗号，就会出
现指代不明的情况。对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需要用逗号分开，而限
制性定语从句则不需要6，如：The method that proved most convenient
was employed.
（二）en dash（–，短破折号）
在英语科技论文中，en dash是比较常见的连接符号，在中英翻译
过 程 中 也 很 容 易 出 错。在 中 文 中，根 据《标 准 符 号 用 法》
（GB15834—2011），连接相关项目（如时间、地域等）的起止用一
字线（—），连接数值范围的起止用波浪线（～）。而在英文中，
这两种情况下均应使用en dash。如果在翻译时照抄中文的标点符
号，就会发生错误7，如下面的例4和例5。为避免歧义，在数字有负
号等符号修饰时，不能用en dash，而要用to或through代替，比如−4 to
−6 °C，而不能用 −4–−6°C。en dash另外一个作用是连接两个同等重
要、具有并列关系的词，比如镍镉电池nickle–cadmium battery，注意
不要与hyphen（-，连字符）混用，如下面的例6。在使用en dash时
需注意，前后均不要留空格。

6

7

同脚注4

郭建顺，李文红，张学东，等. 英文摘要中误用中文标点符号的调查与分析. 编辑学报，
2010，22(4): 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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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There was a controlled break of 3~5 min between every two adjacent blocks.



There was a controlled break of 3–5 min between every two adjacent blocks.
【例5】



Water storage from 2007—2009 are used to valid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SWAT model.

 Water storage from 2007–2009 are used to valid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SWAT model.
【例6】

 Among them, 18 pairs were of gradual change, such as “orangedried tangerine peel”, “sapling-tree”, and “red paper-paper-cut”.

 Among them, 18 pairs were of gradual change, such as “orange–
dried tangerine peel”, “sapling–tree”, and “red paper–paper-cut”.

各位尊敬的专家，借此宝地咨
询您两个问题吧！
第一，为了保证您能舒畅地阅
读《编译快报》而又不干扰您
正常的工作，您觉得编译快报
每期多少页为宜？

第 二，为 了 提 高 您 阅 读《编
译 快 报》的 兴 趣，您 对 栏 目
的设置有何建议？目前您最
喜欢的栏目是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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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的“中文精品学术期刊外文
版数字出版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也许您已经帮
助我们翻译了数篇文章，也许因为学科关系您还没有收
到过我们的稿件，但我们对您的谢意是同样诚挚的。没
有你们认真负责的态度、渊博的专业知识以及优秀的翻
译技能，我们的翻译工程就会像没有基石的大坝，经不
住时间的考验。本期译海拾贝栏目主要分享我们小范围进
行的实时在线翻译方式和翻译速度的调研结果。如果您有
什么建议或者有其他翻译技巧和心得，欢迎您与我们分
享。让我们共同领略翻译乐趣，提升翻译水平。
联系邮箱：interaction.cnki@gmail.com

1. 实时在线翻译：翻译专家使用一种新的在线编辑器的形式进行翻
译工作，编辑器能够在您联网时随编随存，并加入一些自动统计的
功能，提高您的工作效率和稿件的安全性。
调研结果：
1）40%的专家持肯定态度，代表性评论如下：
在线翻译平台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目前国内外相关的平台已经
有不少，技术越发成熟。我本人对其表示欢迎，希望该平台能够既
功能强大又便于操作，提高译者效率。我希望该平台能够以云平台
的方式提供术语和翻译记忆的集中管理，让所有译者的术语可以相
互分享，同时编辑可以从刊物编辑部和论文作者等处索要到部分权
威术语，对术语进行清理、筛选、加工、维护，让所有译者都可以
通过该平台直接利用权威可靠的术语。
是的，个人感觉效率会更高。
2）20%的专家持反对态度，代表性评论如下：
我觉得不方便。因为翻译学术论文，更讲究精和准，有时需要
翻阅文中所引用的别的文章信息，直到译者确认完全对论文有准确
的理解，才能对最后进行翻译。容不得半点马虎。另外，有空的时
间不确定，实时在线的方式有时受网络使用的限制，如果网络不通
或没有网络的情境，就不能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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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实时方式，但是个人还是倾向于在电脑中保存，以便
于离线时可以继续翻译工作。另外，由于本人在海外，根据以往经
验，登录国内网站速度比较慢，所以对在线翻译操作速度有些担
心。
3）33%的认为可以视情况而定，代表性评论如下：
不是太方便，家里没有装网络，只能用手机3G上网。如果流量
不高的话还可以，流量太高就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了。
因为没用过也没见过此类平台，所以不清楚。从您的描述来
看，开发中的平台似乎对译者没有具体的好处，因而我觉得没有太
多必要；但是如果有现成的平台，可以试一试。
2. 对于目前要求的每天1000字中文的翻译速度，您觉得是否合适？
您认为每天多少字的速度比较合适？
调研结果：
1）53%的专家认为合理，代表性评论如下：
还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时间比较宽裕，译员可以自己把握总进
度，还能保证质量。
就每日的翻译工作量而言，我本人没有意见，多一点少一点问
题都不大。
2）13%的专家认为不合理，代表性评论如下：
如果是简单和规范化的内容，如方法和结果部分，每天1000字
没有问题，但是涉及理论背景的文字，可能就会慢些，有时甚至要
检索文献以求精确。
3）33%的专家建议下调，代表评论如下：
有时候对非常熟悉的领域，翻译很快，千字似乎合适。但翻译
确实比较费时。所以主要看译者多忙。我觉得时间上稍微弹性点，
更能保证好质量的翻译。
1000字中文的翻译，对于每天8小时以外的时间，还是有点紧
张的；周六周日会比较轻松。如果考虑双方的情况，500–800字/天可
能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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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编译研究栏目主要探讨一下英语科技论文
的时态问题。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发现译文时态的使用
不是很规范和统一。科技论文的时态虽然没有一个完
全统一的标准，但也不是无章可循。此处主要参考任
胜利博士的书8，按照科技论文正文的基本结构对时态
问题进行了梳理，算是抛砖引玉。如果您有不同的意
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

（一）引言
(1) 介绍一般性资料、现象或普遍事实时，句子的主要动词多使用一般现在时。
Time is incorporeal, invisible and impalpable, but it is not a concept invented out
of thin air by humans.
(2) 引述其他学者过去的研究行为时通常采用一般过去时，并且常以that从
句叙述作者的研究结果。从句中动词的时态因表达资料的性质而定，如果从句
中的资料是普遍事实，用现在时；如果从句中的资料尚未被视作普遍事实，只
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效，用过去时。
Chen (1992) showed that the water boils at 100 °C. （从句中的资料为普遍事
实，用现在时。）
Takahashi, Oono, and Radford (2008) believed that the intertemporal choice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psychophysical influences of time perception. （从句中
的资料尚未被视作普遍事实，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有效，用过去时。）
(3) 描述特定研究领域中最近的某种趋势，或者强调表示某些“最近”发生
的事件对现在的影响，常采用现在完成时。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mpulsive behavi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time.
(4) 当描述研究目的时，如果用paper、report、thesis或dissertation等表示论
文提供资料的行为，则重点在于介绍新的技术或方法，分析某个问题或提出某
个论证。由于论文提供资料的行为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所以通常使用一般现在
时，如：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available
for the prediction of pressure drop in Venturi scrubbers.
8

任胜利．英语科技论文撰写与投稿（第二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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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study、research、investigation和experiment等来介绍研究活动，
则重点在于提出某个调查或实验结果。由于句中所涉及的是已经结束的事
情，因而多使用一般过去时。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reported her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dding X to Y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5) 有时作者在引言中还用较谦虚或试探性态度指出自己研究的价值，其
中常用的助动词有may、should、could等。
Our results could be beneficial to educators attempting to design more effective
language programs.
(4) 当描述研究目的时，如果用paper、report、thesis或dissertation等表示论
文提供资料的行为，则重点在于介绍新的技术或方法，分析某个问题或提出
某个论证。由于论文提供资料的行为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所以通常使用一般
现在时，如：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available
for the prediction of pressure drop in Venturi scrubbers.
如果采用study、research、investigation和experiment等来介绍研究活动，
则重点在于提出某个调查或实验结果。由于句中所涉及的是已经结束的事
情，因而多使用一般过去时。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reported her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dding X to Y at various temperatures.
(5) 有时作者在引言中还用较谦虚或试探性态度指出自己研究的价值，其
中常用的助动词有may、should、could等。
Our results could be beneficial to educators attempting to design more effective
language programs.

（二）材料与方法
(1) 对写论文之前自己所做工作的描述，通常用一般过去时。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chosen among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for a time-replication task.
(2) 若描述的内容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事实，用一般现在时。
A twin-lens reflex camera is actually a combination of two separate camera boxes.

编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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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
(1) 指出结果在图表中列出，常用一般现在时。
Table 1 shows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on various time estimations and degre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2) 叙述或总结的研究结果是关于过去的事实，通常采用过去时。
Results from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of response time in Experiment 2b
show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dominance was insignificant, F(1, 27) = 1.71, p > 0.05,
partial η2 = 0.06.
(3) 有时也会使用现在时描述结果，其与使用过去时的差别是：使用现在时
表示“该结果是在研究过程中所揭示的普遍事实”；相反，使用一般过去时则表
示“这是我们在本次研究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所发现的事实”。
Female listeners found loud music more irritating than male listeners did.（过去
时，表示在本次研究的样本中，女性比男性觉得大声的音乐更令人恼怒。）
Female listeners find loud music more irritating than male listeners do.（现在
时，表示任何女性与任何男性相比，女性比男性觉得大声的音乐更令人恼怒。）
(4) 在不同结果之间或在实验数据与理论模型之间进行比较时，由于这种关
系比较关系多为不受时间影响的逻辑上的事实，因此多采用一般现在时。
The changes in P3 latency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action time results.
(5) 当比较作者的技术或方法的性能与其他学者提出的技术或方法的性能
时，可使用现在时（暗示是普遍有效的推论）或者过去时（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有效）。
The values predicted by our model have a smaller degree of error than the values
generated by Rickert’s model.（作者认为句子内容为普遍事实。）
Our algorithm required consistently less processing time than Chen’s algorithm.
（作者只是指出在特定的实验中，自己的算法比陈氏算法所用的时间少。）

（四）讨论
(1) 在回顾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论文假设时，通常使用过去时。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two different learning methods.
(2) 在概述重要结果时，如果作者认为所概述的结果只是针对本次特定的研
究结果，需要用过去时；相反，如果具有普遍的意义，则用现在时。
Our findings are in substantial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Smith (1985).
Slinger identified a catalyst that increased the yield at high temperatures. （作者
认为Slinger的论点只代表某个特定研究的结论，未必具有一般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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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说明结果时，多采用主从复合句的形式，主句动词多为表示可能
性的现在时动词，从句中的动词为现在时表示说明具普遍性意义；从句中的
动词若为过去时则说明结果的范围只适于本次的特定研究。
It is possible that adding water causes the reaction rate to increase.
This inconsistency indicates that adding water caused the reaction time to increase.
(4) 在阐述由结果得出的推论时，通常使用现在时。使用现在时的理由
是，作者得出的是具普遍有效的结论或推论，而不只是在讨论自己的研究结
果，并且结果与结论或推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不受时间影响的事实。
Our data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reaction rate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amount of oxygen available.
(5) 在指出研究局限时，应使用的时态视句子的内容而定。如果是关于
作者已经完成的研究事实，应使用过去时；如果是作者要指出自己的方法、
模型或分析的局限，则应使用现在时。
Only two sets of conditions were tested.
The method presented here is accurate, but can not be implemented in realtime applications.
(6) 在建议新的题目或进一步研究方向时，动词常使用现在时，有时在
动词前加语态动词would，could或者表示更强烈的should。
We suggest that these experiments be repeated using a wider range of initial
conditions.
(7) 叙述结果的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时，多使用现在时，并辅以may，
might或should。
Our findings may be useful to educators and others involved i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五）结论
(1) 通常使用一般现在时叙述主要研究结论。使用现在时的理由是，作者
不是在描述自己特定的研究结果，而是在指出一些普遍有效的结论。
The carrier combination appears to be mainly of the SRH type in In-doped
samples.
(2) 如果把结果说明的内容限定为只在此次特定研究的情形下才有效，则
使用过去时。
The elastic collisions in the specimen caused the photoelectrons to originate at
shallower 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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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尽可能为翻译专家和审校
专家搜集国内外各类翻译会议、翻译工具、翻译行业
市场动态及各学科的会议信息，同时为您提供CNKI
以及清华大学等的最新动态，为您开辟更多信息渠
道。如果您有这一类的资讯，也欢迎来信告知，我们
将为您安排在下一期的《编译快报》中与大家共享。
(1) 中国知网举办全国高校教师征文大赛
时间：Aug 28-Nov 28, 2014
网址：http://piccache.cnki.net/kns/images2009/2014gxzw/index.html
您或您身边的朋友是国内高校老师吗？您了解和使用知网吗？如
果答案是Yes的话，欢迎参加征文大赛吧，MacBook等你拿哦！
(2) 清华化工系“千人计划”教授陈经广获美国化学会乔治·A·欧拉奖
清华大学化工系“千人计划”（B类项目）教授陈经广荣获2015年
度“美国化学会乔治·A·欧拉奖”（ACS 2015 George A. Olah Award）。
该奖项专门奖励在碳氢化合物/石化化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研究人员。
此奖项授予陈经广教授是为了表彰他在金属碳化物和双金属合金在催化
及电催化领域的突出成就，他的研究对工业界和学术界都具有重要影
响。
网址：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
news/4205/2014/20140912143006217491635/2014091214300621749163
5_.html
(3) 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攻克世界难题：获得分辨率为4.5埃的γ-分泌
酶复合物三维结构
2008年，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全职回
到母校清华大学工作，同时把攻克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清华。经
过大量系统的尝试，以及对表达和纯化方法的不断改造和优化，历
经数年，通过与英国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合作，最终获得了分辨
率为4.5埃的γ-分泌酶复合物三维结构。“我们的成果让世界科学界
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向前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施一公解释说。
网址：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0912/c1007-256467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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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会议：
第三届地理标记及其应用研讨会(The
3rd Workshop on Geotagg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时间：2014年11月3日至7日
地点：Orlando, Florida, USA
参考：http://geomm.org/

(5)行业会议：
第六届神经计算理论与应用国际会议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Comput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时间：2014年10月22日至24日
地点：Rome, Italy
参考：http://www.ncta.ijcci.org/

(6)行业会议：
第四届地球科学与气候变化国际会议(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rth Science & Climate Change)
时间：2015年9月15日至17日
地点：Alicante, Spain
参考：http://www.earthscience.conferenceser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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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快报》前两期得到了很多翻译专家和审校
专家的肯定，也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这
里，CNKI国际出版中心科技翻译分社全体成员向您表
示衷心的感谢！在您的帮助下，《编译快报》和我们
的翻译工程一定会越办越好。通过这架沟通的桥梁，
我们的合作也会更加顺畅，更加愉快！《编译快报》
的编译往来栏目，期待着您更多的反馈！

来自美国的化学专家：
“您发的第二期编译快报，我刚刚看过。有一些心得。总
体来讲，编排很好。希望再增加一些内容，比如翻译的时态、
科技写作的语态。比如主动比被动语态从字面表达更好。一些
表示反义的词汇比起否定句式更容易理解。多增加一些英文翻
译的翻译案例。可能会让快报整体上显得更丰实。”
来自美国的生物工程专家：
“感谢你给我发过来的《编译快报》。我大概读了一下，
感觉不错。这期的内容抓住了很多常见的翻译问题。我的小小
建议是能否提供一些读者互动的环节，比如说给一小段文字，
让读者自行翻译，最后看看谁的翻译最为精确 。”

编辑回复：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建议！本期编译研究栏目主要探讨了英语科
技论文的时态问题。在编译往来这个栏目中，我们增加了挑错的互动
环节，材料来源于译文的引言部分，包含54个谓语动词，如果您觉得
哪个动词时态用的不对，欢迎来信告知我们。当然错误也不限于时
态，如果您对其中某句话有更好的翻译方式，也可以与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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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原文：

译文：

作为生命体生活环境中最基本的刺
激，颜色影响着动物和人类的情绪。以
往研究者关于颜色对情绪的影响作用问
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出现较多的
分歧；其中研究最多、也是争议最大的
是关于红色和蓝色对情绪的影响作用。
情 绪 理 论 中，将 情 绪 划 分 为 愉 悦
度、唤醒度、优势度这3个维度。愉悦度
(valence)指，情绪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范围是从愉悦到不愉悦；唤醒度(arousal)
指情绪的生理唤醒程度，范围是从兴奋
到冷静；优势度(dominance)指感受该情
绪时个体是否能控制、支配、处于优势
地位，范围是从支配到被支配(Mehrabian
& Russell, 1974)。
以往研究表明，在情绪唤醒度上，
大多数行为实验和皮肤电实验结果发
现，长 波 颜 色（如 红、黄）比 短 波 颜 色
（如蓝、绿）的唤醒 度更高，即红色比
蓝 色 更 能 引 发 高 唤 醒 度 的 情 绪(Gerard,
1958; Jacob & Hustmyer, 1974; Wilson, 1966)。
在情绪优势度上，对红色和蓝色的研究
较少。但有研究表明，红色能促进雄性
动物分泌睾丸酮，提高其主导性(Setchell
& Wickings, 2005)；穿红色运动服比穿蓝
色运动服更能促进男运动员在体育竞赛
中 的 优 势 感，从 而 增 加 其 获 胜 的 机 会
(Hill & Barton, 2005)。这提示，红色比蓝
色 更 有 可 能 引 发 高 优 势 度 的 情 绪(如 自
信、雄心勃勃等)。在情绪的愉悦度上，
大多研究结果表明，短波颜色比长波颜
色 的 愉 悦 度 更 高。但 具 体 到 红 色 与 蓝
色，研究结果中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有研究表明，红色能引发积极情绪，而
蓝色能引发消极情绪(Choungourian, 1968;
Garth & Collado, 1921; Gesche, 1927; Hevner, 1935; Pastoureau, 2001)。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stimulators in a
living environment, colors (1) affect animals’
and human beings’ emotions. Previous researchers (2) have conducted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on color effects on emotions, which
(3) show conflicting results. The most frequently studied and controversial topic (4) is
the effects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s.
Theories of emotion (5) categorize emotions into three dimensions: pleasure (or valence), arousal, and dominance. Pleasure (or
valence) (6) indicates whether emotions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 in a range from pleasant
to unpleasant; arousal (7) refers to a psychological state of being awake, in a range from
being excited to calm; and dominance (8) refers to whether one feels in control, dominant,
and at advantage, with a range from dominating to being dominated (Mehrabian & Russell,
1974).
In terms of emotional arousal, most behavioral experiments and experiments using skin
conductance in previous studies (9) show that
long wavelength colors (such as red and yellow) (10) elicit higher levels of arousal than
short wavelength colors (such as blue and
green). In other words, red (11) is more likely
to stimulate a higher emotional arousal level
than blue (Gerard, 1958; Jacob & Hustmyer,
1974; Wilson, 1966). In terms of the influence
on emotional dominance, studies on red and
blue (12) are comparatively fewer. Some
studies (13) suggest that red can stimulate
male animals to produce testosteron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dominance (Setchell & Wickings, 2005). In addition, wearing red uniforms
(14) can better promote male athletes’ selfperceived dominanc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thus increase their chance of winning the
game (Hill & Barton, 2005). This finding (15)
indicates that red is more likely than blue to
stimulate high-dominance emotions (such as
feeling confident, ambitious, etc.). In terms of
pleasure, most studies (16) show that short
wavelength colors are more pleasant than
long wavelength colors, but when it (17)
comes to red and blue specifically, prior studies (18) show contradictory results. Some
studies (19) indicate that red (20) can trigger
positive emotions, while blue (21) can lead to
negative emotions (Choungourian, 1968; Garth
& Collado, 1921; Gesche, 1927; Hevner, 1935;
Pastoureau, 2001).

编译往来
如Garth和Collado (1921)的研究表明，菲
律宾人和美国印第安人都偏爱红色，认
为红色的愉悦感最强；Hevner (1935)等人
发现，红色令人感到兴奋，而蓝色则令
人感到伤心。而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蓝
色能引发积极情者，而红色能引发消极
情绪(Camgoz, Yener & Guvenc, 2002; Gerend & Tricia, 2009; Hurlbert & Ling, 2007;
Manav, 2007)，如Gerend和Tricia (2009)的
研究发现，红色与消极情绪相联系，进
而影响说服效果; Spielberger等人(1970)采
用状态焦虑问卷法测得，人们看到红、
黄色时最为焦虑，看到蓝、绿色时则较
为放松。综上，学术界关于不同的颜色
尤其是红蓝色对情绪的作用的研究既有
共识，也有争议，主要的争议来自关于
红蓝色对情绪愉悦度的影响。一些研究
得出红色引发积极情绪、蓝色引发消极
情绪的结果，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蓝色
引发积极情绪、红色引发消极情绪的证
据。
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红色和
蓝色对中国汉族大学生情绪的引发具有
哪些本土化的特点？(2)红色和蓝色在知
觉、概念水平上对情绪的作用机制是否
相同？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如
下3个 实 验 ： 实 验1采 用 外 显 调 查 的 方
法，考察红、蓝颜色知觉和概念的情绪
意 义。实 验2、实 验3采 用 启 动 范 式，分
别考察在知觉水平和概念水平上，红色
和蓝色对情绪的启动作用。其中，实验2
包括3个分实验，分别探讨了红色和蓝色
知觉对情绪的唤醒度、优势度、愉悦度
的启动作用；实验3包括3个分实验，分
别探讨了红色和蓝色概念对情绪的唤醒
度、优势度、愉悦度的启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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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hown in Garth and Collado (1921), Filipinos and Native Americans (22) favored
red and (23) saw it as the most pleasant color. Hevner (1935) (24) found that red (25)
made one excited, while blue (26) made one
sad. However, some other studies (27) indicated that blue (28) could trigger positive
emotions, while red (29) could trigger negative emotions (Camgoz, Yener, & Guvenc,
2002; Gerend, & Tricia, 2009; Hurlbert &
Ling, 2007; Manav, 2007). For instance, Gerend
and Tricia (2009) (30) discovered that red
(31) wa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emotions,
and thereby (32) impacted persuasiveness.
Spielberger et al. (1970) (33) conducted attitudinal anxiety surveys and (34) found that
people (35) became most anxious when seeing red and yellow and became comparatively
relaxed when they (36) saw blue and green.
Overall,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olors, particularly those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s, (37) has documented
both consensus and controversies. The major
controversy (38) is about the effects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al pleasure. Some studies (39) show that red (40) triggers positive
emotions and blue (41) triggers negative
emotions, but some other studies (42) provide evidence that blue (43) triggers positive emotions and red (44) triggers negative
emotions.
This article mainly (45) addresses two
issues: (1) what (46) are indigenous features
of the priming effects of red and blue on
Chinese Han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s? (2)
(47) ar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perception and the concept of red and blue
(48) affect emotions the same? The following
three experiments (49) were conducted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The first experiment (50) employed explicit surveys to examine emotional meanings of red and blue at
perception and conceptual levels. Experiments 2 and 3 (51) adopted the priming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priming effects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s at perceptual and
conceptual levels respectively. Experiment 2
(52) included three sub-experiments, which
(53) explored the priming effects of the perception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al pleasure, arousal, and dominance respectively;
Experiment 3 (54) included three subexperiments that explored the priming effects of the concept of red and blue on emotional pleasure, arousal, and dominanc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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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
《编译快报》第三期就要与大家见面了，作为本期责
编，我的内心激动又忐忑。这一期的制作，无论是标点符号
还是写作时态，都是科技论文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我在
日常编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但由于经验有限，难免有
错误之处，还望各位专家海涵，请多批评指正。把这些部分
梳理出来，更希望能抛砖引玉，得到各位专家的意见与建
议。衷心希望我们能够在这种交流互动中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使译文的质量越来越好，使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能更好
地被国际认可！
《编译快报》第三期的完成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支持，正
是你们严谨负责的态度和对译文质量孜孜不倦的追求给了
我们前进的动力。同样，本期的制作也离不开科技翻译分社
各位编辑的帮助和领导的指导，还有美编对版式和封面的
设计。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促进中国优秀科技研究成果走出去，任重而道远。让我
们一起加油吧！也许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脚踏实地
就一定会走向远方！
本期责编：申艳
本期责编邮箱：sy.cnk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