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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译文探讨
医学类稿件常见问题分析

编译素材
BiCovid：新冠肺炎疫情双语数据分享平台

活动速递
中国知网“中医药抗击新冠病毒COVID-19
进展全球公益讲座”活动启动

译文探讨
本期的译文探讨主要选取医药类稿件中形近词混淆、语
义错误、名称未查证、以及机器翻译的典型案例，供大家
参考，旨在帮助大家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避免出现同类错
误。此处列举的错误案例仅作学习交流之用，欢迎各位专
家批评指正。
一、形近词混淆
1. 中文：将实验结束后的有效扩散面积大鼠皮肤剪切下来, 并剪碎置于玻璃匀
浆器中, 加入 0.5 mL 甲醇充分匀浆。
译文：After the test was finished, the rat skin with effective diffusion area was cut off
and cut into pieces to put in glass homogenizer, and 0.5 mL methanol was added for
adequate homogenate.
修改：After the test was finished, the rat skin with effective diffusion area was cut off
and minced to put in glass homogenizer, and 0.5 mL methanol was added for
adequate homogenization.
分析：两个“cut”的连用略显重复，可以用“mince”表达；“homogenate”指均匀化
的物质，尤指粉碎得很细(如用研磨器)并经过充分混匀的生物组织，而
“homogenization”是“homogenize”的名词形式，指均浆的动作。

2. 中文：SOPMA 分析显示 DoCIPK1、DoCIPK2、DoCIPK3 和 DoCIPK4 基因

编码蛋白质的二级结构中 alpha-螺旋(alpha helix)和延伸链(extended strand)占主
要比例……
译文：SOPM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lpha helix and the extended strand were
predominate in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proteins encoded by the genes DoCIPK1,
DoCIPK2, DoCIPK3, and DoCIPK4, …
修改：SOPMA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lpha helix and the extended strand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secondary structure of proteins encoded by the genes DoCIPK1,
DoCIPK2, DoCIPK3, and DoCIPK4, …
分析：“predominate”为动词，指占主导地位，有最大影响，而此处应选用形容词
做表语成分，因此应该为形容词“predominant”，意为主要的，主导的。

3. 中文：目前，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设备的改进，分子对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化
学、食品、农业、生命科学、医药等领域。
译 文 ： Currently, with the mature of technology and improvement of device,
molecular docking technology is extensively used in chemical, food, agricultural, life
science and medical fields.
修改：Currently, with the maturity of technology and improvement of device,
molecular docking technology is extensively used in chemical, food, agricultural, life
science and medical fields.
分析：根据语法规则，此处的“成熟”应选用一个名词来表达。“mature”具有
形容词和动词的词性，而“maturity”具有名词的词性。
4. 中文：五味概念中既包含了药物的真实滋味, 又与功效作用高度相关。
译文：The five-flavor concept includes both real taste of the drug but also high related
with the effect.

修改: The five-flavor concept includes both real taste of the drug but also high
relevance to the effect.
分析：从句结构来看，本句为主谓宾结构，
“related”不可作为宾语，因此修改
为“relevance”
。

二、语义错误
1. 中文：尽得其传，勤求古训，博采众家.
译文：He has learned all the experiences from his teachers and kept on ground
seeking old saying and gathering public square.
修改: He has learned all the experiences from his teachers, studied and summarized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experiences, being receptive to various opinions.
分析：
“勤求古训，博采众家（方）
”语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意为：认真
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善于倾听多方意见。原译文只是对照翻译了字面
意思，不能传递出本意。
2. 中文：质量下降也严重影响了传统中医的疗效, 引起中医药界的高度重视,
“药要搞不好, 医也好不了”, 甚至有了“中医将毁于中药”的说法。
译文：There is such statement as “if the medicine is not good and the doctor is not
good either” or ev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will be destroyed
by Chinese medicine”.
修改: There is such statement as “if the medicine is not qualified, the disease cannot
be cured after any treatment” or e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ll be
destroyed by Chinese medicine”.
分析：原文的“药要搞不好, 医也好不了”指如果中药质量不好，就算医治，病
也好不了，原译文完全错译了原文的意思。

3. 中文：
《旧唐书》提及的“气海常温耳”不是指温和灸。
译文：The “Qihai Changwen Er” mentioned in Book of Tang does not mean mild
moxibustion.
修改: “Acupoint of Qihai should be kept warm” mentioned in Book of Tang does not
mean mild moxibustion.
分析：气海常温耳，意为气海穴应经常保持温暖。译者直接进行拼音处理，并
不恰当。

4. 中文：……受体内因素影响较多且检测费用较高[4]。
译文：..., and the receptor factors have a greater impact and monitoring cost is high
[4]

.

修改：In addition, it is affected by many in vivo factors and monitoring cost is high [4].
分析：本例句产生的语义错误在于错误的断句，原文的关键词为“体内因素”，
而译文的关键词“受体的因素”
，造成了语义错误。

三、名称未查证
名称类术语未查证，是我们在编校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如果该类问题可以
避免，则会一定程度提高译文质量及最终评级。因此，建议在翻译时，可以建
立一个名称数据库，可大大提高译文准确率，并提升翻译速度。

1. 中文：穴位经常规消毒清洁干燥后，将灭菌方便揿针(针行牌，0.25 mm × 2
mm)垂直埋入上述穴位，……
译文： After acupoints have been routinely disinfected, and cleaned, and dried,
sterilized needles (needle brand, 0.25 mm × 2 mm) were vertically embedded in the
acupoints, ...

修改：After acupoints have been routinely disinfected, cleaned, and dried, sterilized
press needles (Zhenxing Brand, 0.25 mm × 2 mm) were vertically embedded in the
acupoints, ...
分析：针行牌揿针经网络检索，可以搜到如下包装，因此需如实对针灸针进行
翻译。

；
2. 中文： KDC-160 HR 高速低温离心机（科大创新有限公司）
译文：KDC-160 HR high-speed low-temperature centrifuge (HKUST Innovation Co.,
Ltd.);
修改：KDC-160 HR high-speed low-temperature centrifuge (USTC Chuangxin Co.,
Ltd.);
分析：科大创新有限公司经网络检索，可以搜到如下名称。

3. 中文：QL-902 涡旋振荡仪（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译文：QL-902 vortexer (Haimen Qilinbeier Instru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修改：QL-902 vortex oscillator (Haimen Kylin-Bell Lab Instruments Co., Ltd.);
分析：官网截图为：

;
4. 中文：阿霉素（深圳万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Doxorubicin (Shenzhen Wanle Pharmaceutical Co., Ltd., ...);
修改：Doxorubicin (Shenzhen Main Luck Pharmaceuticals Inc., ...);
分析：官网截图为：

四、机翻译文
在编校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译后的稿件是经过机器翻译处理后未进行任何编
辑修改的初稿。鉴于现在各平台机器翻译后产出的译文质量较前几年有所提高，
但远不能达到对科技稿件译文的要求。机器翻译可提供初步翻译，但后续务必
需要译者老师进行精修加工，才能呈现高品质的译文。

1. 中文：目前国外已有批准上市的药用辅料级重组人血白蛋白(酿酒酵母来源),
用于做疫苗稳定剂[1]或小分子药物载体。
译文：At present, foreign-approved medicinal excipient-grad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source of Saccharmoyces cerevisiae) has been approved for use as a
stabilizer for vaccines [1] or a carrier for small molecule drugs.

修改：At present, the medicinal excipient-grad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source
of Saccharmoyces cerevisiae) in foreign countries has been approved for use as a
stabilizer for vaccines [1] or a carrier for small molecule drugs.
分析：译文出现了“批准”的信息重复。
机翻页面：

2. 中文：注射剂级别的重组人血白蛋白 2009 年曾在日本上市，但鉴于某些数据
性问题目前处于暂停阶段。
译文：Injection-grad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was marketed in Japan in 2009,
but is currently in a pause due to certain data issues.
修改：Injection-grad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was marketed in Japan in 2009,
but is currently suspended due to certain data issues.
分析：pause 指短时间的停顿，用在此处不当。in a pause 用法不规范。
机翻页面：

3. 中文：重组人血白蛋白的关键质量控制内容应包括:生产过程中工艺相关杂质
的控制、产品相关杂质的控制、结构一致性的确认与控制等。
译文：The key quality control content of recombinant human serum albumin should

include: control of process-related impuriti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ntrol
of product-related impurities, confirmation and control of structural consistency.
修改：The key quality control contents of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should
include control of process-related impuriti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ontrol
of product-related impurities, and confirmation and control of structural consistency.
分析： “重组人血白蛋白”是通篇的主题词，文章已给出固定表达，机翻则会
增加“serum”一词。 “content”做内容讲为可数名词。
机翻页面：

4. 中文：不同于普通每瓶μg 或每瓶 mg 剂量级别的重组技术产品重组人血白蛋
白产品临床使用质量浓度至少应为 200g·L-1,输注总剂量至少应为 10 g 或以上。
译文：Unlike conventional reconstituted products of μg or mg dose level per bottl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products should have a clinical concentration of at least
200 g·L-1 and a total infusion dose of at least 10 g or more.
修改：Unlike conventional recombinant products at microgram or milligram level per
bottle, recombinant human albumin products should have a clinical use concentration
of at least 200 g·L-1 and a total infusion dose of at least 10 g.
分析：
“μg”和“mg”作为描述性内容不应使用符号表达。
机翻页面：

编译素材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蔓延，本快报已推送了两期
关于新冠肺炎相关专题内容。但实时变更的疫情状态和新
形势产生更多的新冠肺炎相关术语和表达。为了满足国内
外正在做相关内容翻译的志愿者、译者、译员查询双语，
甚至多语的要求，本期快报分享一个简单的新冠肺炎疫情
双 语 文 本 检 索 和 分 享 工 具 ， BiCovid 。 访 问 地 址 ：
http://bicovid.org/
该平台由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韩林涛博士制
作。现对该平台功能介绍如下。
1.0 版说明
发布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用户可以检索数据
用户可以下载数据对应的 tmx 格式的文件
登录用户可以上传 tmx 格式的翻译记忆库
登录用户可以编辑上传的双语数据
管理员可以审核发布文本
BiCovid 网页端截图：

BiCovid 数据编辑页面截图：

BiCovid 数据审核页面截图：

BiCovid 数据上传页面截图：

BiCovid 手机访问页面截图：
（注：手机版的主要功能就是检索，在网页端访问时才可
以把数据下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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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5在疫f吉流行期间，不要恐慌，除非必
要，尽可能不要外出旅行，严格按照当
地及我国驻外使馆的相关建议相要求追
2亏国际旅行。

译
文

5.During the COVID-19 outb 『eak period,
ple.;se <eep calm, and do not travel
unless it's necessary. Flease make
inte ’national tra·,els in st 『 ict
acco『dance with白e relevant
『e
mmendations and requiremen1s of
local authorities and Chinese
enbassies.

号。

俭素结果
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文

原
文

诬 COVID-19
文
原

2 密叨关注我国外交部 、 申国痰侄申心

文

以＆北京市疾？空中心等官方机构网站，

7 将新冠肺炎防院要求和健.i提示。

读 2.Follow in format on published on
文 websi1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

Affairs of :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Chi,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ention, Beijing Center
fo 『 Diseases Preventio「and Control
and other official agenαes to seethe
P 『evention end control requi『ements
and healt「tips with regard to COVID·
19.

如果成为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翩睹 3
应取消旅行或旅游安排 ， 就地进行隔离
医学观察 〉

译 町yo u have been a close contact of
文 COVID-19 cases, you should cance
trav剖and conduct isolated medical
observatio1 on site.
原
文

主界卫宝组织已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凤
“
险级别上调为 非给高飞

译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tion hes
� 『aised the global risk assessment level
f COVID-19 to ''very high'

。

原
文

新冠肺炎防治手册

译 Handbook of COVID· 19 P 『evention and
文 Treatment

活动速递
中国知网“中医药抗击新冠病毒 COVID-19 进展全球公益
讲座”活动启动！
中国传统医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本次抗击新冠病毒
COVID-19 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防
治效果。中国知网（CNKI）将组织国内中医药领域知名专家，尤其是
在抗击 COVID-19 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果的中医药专家，参加“中医药
抗击新冠病毒 COVID-19 进展全球公益讲座”活动，介绍我国中医药
领域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时，从理论到实践、从预防到治疗、从抗“疫”
到康复的各个方面的最新进展，以期为全世界抗击疫情提供有效的中
医经验和智慧，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医药，引导世界人民更好地认识中
医药、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第一期介绍
活动时间：4 月 28 日上线
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中国知网（CNKI）
活动内容:
中国知网与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合作，引入其《中医药抗“疫”
专家经验全球直播》3场院士、专家的公益报告视频。您可进入以下
网址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精彩讲座哦:
http://k.cnki.net/theme/Index/23

第一讲
题目：
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中国方案的亮点
报告人：
张伯礼院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世界中联副主席，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内容：
张伯礼院士分享了新冠肺炎的中医概念、病因病机、临床症候特点，
中西医结合在救治中的作用，循证证据+基础研究的研究进展，中医
药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抗“疫”等。张伯礼院士就西班牙、澳大利亚、
法国、匈牙利、美国和意大利会员团体的问题进行解答和经验分享。

第二讲
题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重症危重症中医诊疗的思考
报告人：
刘清泉教授：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世界中联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会长。
内容：
刘清泉教授分享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重症危重症中医诊疗的思考，
详细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医学观察特点，从中医的角度分析
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病因，讲解了病机的特点，分享了对治疗轻症、
重症和危重症的宝贵经验。

第三讲
题目 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经验分享
报告人：
黄璐琦院士：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领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
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内容：
黄璐琦院士详细介绍了中医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中医干预思路、成果展示等。
题目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认识与治疗
报告人：
仝小林院士：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
究员，世界中联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
救治专家组组长。
内容：
仝小林院士从寒湿疫的认识、中医分期治疗、中医药疗效、对此
次疫病的思考等几个层面做了分享。

第二期预告
中国知网（CNKI）拟于 5-6 月期间，与中华中医药学会、世界
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及有关中医药期刊社等单位联合开展中医防治
疗法、中药应用、中西医结合部分、针灸康复四个中医抗“疫”系
列讲座，每个系列包含 5 次讲座，每讲将邀请 3-4 位一流中医药专
家，在知网在线教学服务平台（k.cnki.net）上以直播形式开讲，在
线交流抗“疫”经验。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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