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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漫谈
The Elements of Style由康纳尔大学William Strunk Jr.教授于1918
年编成初版，1959年E. B. White对初版修订、补充后重新出版，一经
上市便名列畅销榜，被《时代》杂志评为自1923年以来100部最具影
响力的英语文学作品之一。
本书阐述了英文写作的十大基本原
理：①将每个段落视为一个单位，每个段
落有其中心主旨；②在段落的开始使用主
题句点题，段落的结尾与主题句呼应；③
使用主动语态；④使用肯定句陈述；⑤省
略赘词；⑥避免连续使用结构松散的句子；
⑦以相似的句型结构叙述对等的概念；⑧
将相关的词放在一起；⑨总结叙述时，要
使用同一时态；⑩将需要强调的词或词组放在句子末尾。英文写作文
体不同，行文风格也各异，结合双语项目科技稿件的问题，本期编译
快报重点分析使用主动语态、省略赘词、将相关的词放在一起三部分。

一、使用主动语态
被动语态是科技英语的主要特征之一，动词有时并没有明确的施
动者，只能用被动语态表达，但频繁使用被动语态一直以来都受到国
际科技编辑界和写作界的诟病，随着时代发展，被动语态渐渐没落，
主动语态逐渐成为主流。

例1：三个月为一个疗程。
原译文：The treatment of 3 months is taken as one therapeutic
course.
修改：Three months constitute one course of treatment.
分析：本句中，被动语态改为主动语态，constitute作谓语动词，
用词简洁，表达更为确切，行文流畅。
需要注意的是，句中不宜把两个句意相关的单词分开，而连续使
用两个被动语态，相关单词会被被动语态隔开。
例2：不允许出口黄金。
原译文：Gold was not allowed to be exported.
修改：It was forbidden to export gold. (The export of gold was
prohibited.)
分析：原译文中第二个被动语态“to be exported”的承受者，是
第一个被动语态的主语，即“gold”，这样使得原本关系紧密的两个
词被被动语态隔开了，而修改后的句子，消弭了原来两个被动语态的
割裂感，句意更为清晰。
此外，英文写作中常见的错误用法，是将原来句子所要叙述的整
个行为用名词词组的形式作整句话的主语，谓语使用被动语态，这样
使整句的主要动词失去实际意义。

二、省略赘词
科技英语翻译需要注意用词，用词精确且简明扼要，去除赘词和冗
句，这样语意会更为清晰、行文更加流畅。这并不是要求作者将句子变

短或省略细节描述，而是充分发挥每个单词的作用，文章会更简洁有力。
原用词

修改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wheth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is no doubt but that

no doubt (doubtless)

used for fuel purposes

used for fuel

he is a man who

he

in a hasty manner

hastily

this is a subject that

this subject

the reason why is that

because

基于用词简洁的考虑，“the fact that”的表达可以做如下修改：
原用词

修改

owing to the fact that

since (becaus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ough (although)

call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remind you (notify you)

the fact that I had arrived

my arrival

此外，case、character、nature可以视为非必要的赘词，如“acts of
a hostile character/nature”可以改为“hostile acts”。

三、将相关的词放在一起
单词在句中的位置可以表明词与词的相互关系，在写作中应尽量
将意义相关的词或词组靠近排列，将不相关的词和词组隔开，避免产
生歧义。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应尽量靠近，若主语和谓语中间插入的短

语或从句过长，会破坏主句的逻辑顺序，可以改变插入成分的位置（如
放在句首或句尾），或改变句型，使句子表达更为流畅。
例3：世界上最著名的英国洛桑试验站（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积累了长达150–170年的连续定位观测数据（超过100年的
长期定位试验有7个），就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中断过，从而
为农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
原译文：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 the most famous station
in the world, has accumulated continuous positioning observation data of
150–170 years (with 7 long-term positioning experiments over 100 years),
whose observations were not interrupted even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therefore, it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onomy, soil science, plant nutriti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修改：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 the most famous station in
the world, has accumulated continuous positioning observation data of
150–170 years (not interrupted even during the two world wars, with 7
long-term positioning experiments over 100 years), and the observation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onomy, soil
science, plant nutriti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分析：“就连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没有中断过”小句，原译文处
理为whose引导的定语从句，而定语从句的先行词却是位于句首的

“Rothamsted Experimental Station”，句中括号解释语意非重点部分，
句子结构分散，语意割裂，行文不连贯。改后译文，该小句放在括号
中延伸说明“长达150–170年的连续定位观测数据”，所表达的语意
也更为相近。另外“为农学、土壤学、植物营养学、生态学和环境科
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句用and连接，“the observations”作主
语，也体现了和前句的逻辑关系。
此外，The Elements of Style一书指出结构松散的句子（尤指由两
个以上连接词或关系代词所连接的并列从句），虽然这种句型符合语
法规则，但是重复使用这种句型，文章读起来会单调乏味。句式结构
单调或机械化，行文也会显得平淡呆板。对这类型句子的改写，可以
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将句子改为简单句、将两个句子以分号连接、以
两个句子组成掉尾句或松散句，依据文章思路要表达的逻辑关系来选
择最适合的句型结构。

审校规范
标点符号通过对词汇进行分隔和组合,以达到使句子的结构清晰、
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的目的。不同的标点符号及其位置可赋予书面文
字以不同的意义,为了使科技双语出版中心的出版质量符合国际期刊
出版质量,提高文字的可读性和实用性,本模块结合《芝加哥手册》一
书以及日常工作中的例子,着重介绍省略号，引号和斜线号这三种符
号的使用方法。

一、省略号
英文中省略号用3个句点表示，省略号用于表示省略，尤其用于
省略某些引用资料中不甚相关的部分。
1. 省略号单独使用，前后不加空格，如:
The 1st and 2nd treatment lines are located above the governor
vessel, since “the governor vessel...enters the brain.”
2. 省略号与句点一起使用，如果用在句末，则为4个句点。如:
In recent years, a theory of variolation was proposed in Jiangyou and
spread to State Yan and State Qi, and then across China....
3. 用于数学公式或表达。省略号通常与其他标点符号在同一水
平线上，然而，在数学公式中或运算符号或关系符号连用时，则需将
其提至与其前后符号同一高度的位置。如:
N = S0 + S0k + S0k2 + ··· = S0/(1 − k)

二、引号
引号，一般用于表示文中引用的部分。有双引号和单引号两种。
1. 用于直接引语。如:
It was recorded that “Curcumae Radix is rooted in Shu (Sichuan and
its adjacent areas) and Xirong areas (Shaanxi, Gansu, Qinghai, Ningxia,
and north Sichuan).”
In addition, the book JIN Shi-yuans Experience of Traditional
Identification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dicates the quality of the
processed Curcumae Radix made from C. longa L. is the best, which is
also called “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
分析：不论单引号还是双引号，句点和逗号都应放在后引号之前。
2. 用于带有讽刺意义，故意用错或有特殊含义的表达。如：
“Aβ hypothesis” is a classic hypothesis for the onset of AD.
分析：Aβ hypothesis为特殊含义，使用引号。
3. 用于正文中的出版物标题。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2004 A)” was adopted for evaluation, and the
similarity was higher than 0.998, indicating a good precision of the
instrument.
分 析 ： Similar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romatographic
Fingerprin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2004 A)为出版物，所以使用引
号。

4. 在双引号内如果仍有需要使用引号，应选用单引号。
It is also recorded in Huai-Nan-Tzu that, “the spirit is the ‘source’ of
wisdom,” and Shenting (GV 24) is the place where the spirit is stored.
分析：这里的source 是文中想要强调的内容但因其本身在双引号
内，须使用单引号。
5. 用于区别于正文文字的表示举例或解释的单词或短语。
The term “silt” refers to unconsolidated rock particles finer than
sand and coarser than clay.
分析：这里的silt表示解释。

三、斜线号
引号斜线(/) (slash)，在英文中有多种称谓，如“virgule”、
“solidus”、
“slant”，最常见的用法是替代选择。
1. 通常用在两组对立或者两者择一的词之间，而且这些词是被
当作一个词来看待的。如:
Moreover, Li et al. have achieved near-infrared absorption and
enhanced near-infrared fluorescence of CDs through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red-light emitting CDs using sulfoxide/carbonyl molecules or polymers
with rich electron acceptor groups.
Instead, they are often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water/food/land-use
research methods.
Zhang

et

al.

discussed

the

advantages/disadvantages

and

applicability of eight WEF nexus modeling methods and pointed out that
no method was suitable for all situations.
分 析 ： 前 两 个 例 子 中 的 sulfoxide/carbonyl （ 亚 砜 / 羰 基 ） ，
water/food/land-use（水/食物/土地使用研究方法）表示替代，即几种
物质选择一种即可。第三个例子里的advantages/disadvantages（优势/
劣势）表示对立。
2. 表示除法符号或带有比值关系的量和单位。如：
3/5, x=1.2y/(a + b), 4.9 kg·m/s2
分析：在前两个例子中(/)表示除法符号，后面的例子表示带有比
值关系的单位。
3. 在正文叙述中表示per（每…）的含义。如：
35 km/s，$633/month
分析：第一个例子表示每秒钟35千米，第二个例子表示每个月633
美元。

译文探讨
科技论文在体现科研成果的同时，也在传递、承载科技信息，如
何正确传达与交流信息，是科技论文写作的重点与难点，用词的准确
性尤为重要。“情态”（modality）属于语法范畴，通常用于判断一
个命题或实现一个情境的可能性或必要性，情态动词是表达情态意义
的主要方式。正确使用情态动词、准确表达科技结果与结论是科技论
文写作的基础。
Halliday在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一书中提到
“Modality refers to the area of meaning that lies between yes and
no—the intermediate ground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arity”1，
情态是介于肯定与否定意义的中间地带。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化
（modalization）和意态（modulation），情态化出现在交换信息为语
义 功 能 的 命 题 句 中 ， 包 括 为 可 能 性 （ probability: possibly/
probably/certainly）和经常性（usuality: sometimes/usually/always），
是对可能性和经常性的判断。意态出现在以交换物品或服务为语义功
能的提议句中，包括义务（obligation: allowed to/supposed to/required to）
和意向（inclination: willing to/anxious to/determined to）。鉴于情态系
统范围较大，本期编译快报重点介绍情态动词的高、中、低三级划分，
若有偏颇，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情态动词及其否定形式可分为高值、中值和低值，具体量值见下
表。情态值表示作者对命题或提议有效性的较高或较低的肯定。情态
1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Third Edition), p618.

值从低到高的渐变，可以体现情态意义，作者在科技论文撰写中，需
要准确把握情态意义，更精准地传达科技信息。
低值

中值

肯

can, may, could, might, will,

定

(dare)

否

needn’t,

定

need to/have to

高值
would, must, ought to, need,

should, is/was to
doesn’t/didn’t won’t, wouldn’t,
shouldn’t

has/had to
mustn’t, oughtn’t
to, can’t, couldn’t,
(mayn’t, mightn’t,
hasn’t/hadn’t to)

有学者基于语料库研究发现，国外理工科学术英文期刊摘要的高
2

频情态词倾向于中低量值 ，包括might、may、could、can、would和
will。同时，在学术语篇中阐述观点和判断，为了避免给人以武断或
强加于人的印象，作者会使用低值的情态动词can、would、may3。需
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情态值表示作者承担的情态责任，使用低值情态
动词，表明作者对研究结果和结论保持谨慎的态度，降低情态责任，
突出研究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科技论文中，忽略情态动词表示“许可或允许”的涵义，情态动
词will主要用以表示：①对将来事物或当前事物的预料与判断；②叙
述真理，（如：Oil will float on water.），would情态值低于will，语
气比较委婉。情态动词can多用来表示：①能力或知识技能；②可能
性，could语气更加委婉，可能性较can低，表示未经证实或需要进一
步证实的假设。情态动词may的可能性比might高，might情态值最低。
2

俞碧芳. 理工科学术期刊英文摘要的人际功能分析 [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5, 37(1): 43–49.
3
杨信彰，英语的情态手段与语篇类型, 外语与外语教学 [J]. 2006(1): 1–4.

情态动词can、could、may和might都表示低情态值的“可能性”，
could和might比may更含怀疑或犹豫之意（见例1）；在疑问句和否定
句中，用can代替may（见例2）；could have、may have或might have
用以表示过去发生过某事的可能性（见例3）。
例1：表达模式分析表明，NtWRKY53基因在衰老的叶片中表达量
较高且能够被盐、干旱胁迫，以及CMV和黑胫病所诱导。
译 文 ： The results of expression pattern analysis showed that
NtWRKY53 was up-regulated in the senescent leaves and may be induced
by multiple stresses, such as salt and drought stresses, CMV and black
shank disease.
中文“表达模式分析表明”，有试验依据，被诱导的可能性较高，
所以此处使用may be induce要优于could be induced，表明作者对这一
结论承担较高的情态责任。
例2：是否能证明算术公理是一致的？
译文：Can it be proved that the axioms of arithmetic are consistent?
例3：患者的临床症状可能由基础疾病引起，这部分的患者并未
纳入研究。
译文：We did not include patients where the clinical picture could
have been caused by the underlying disease.
科技论文中需要注意情态动词的使用，不同的情态动词承载了不
同的情态值，也表达作者承担的情态责任，在行文过程中多使用中低
情态值的情态动词，可以突出作者的严谨性，反映客观真实。

学术会议
油气田勘探与开发国际会议
时间：2021.09.16–09.18
地点：中国，山东，青岛
网址：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3a9489
b6-10f5-45fe-bb41-a8d933ec508c
第11届国际生物技术与生物工程学术会议
时间：2021.09.28–09.30
地点：波兰，波兹南，线上会议
网址：https://www.icbb.apaset.ac.cn/?f=cnki
第八届国际耐火材料会议
时间：2021.10.15
地点：中国，湖北，武汉
网址：http://conf.cnki.net/WebSite/index.aspx?conferenceID=32966892
-9011-4cf4-bd0b-1a6ea0cac486
第五届国际农业与食品科学学术会议
时间：2021.10.28–10.30
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线上会议
网址：https://www.icafs.apaset.ac.cn/?f=cnki

新书速递
近期，中国知网科技双语出版中心推出了《中国科技进展》系列
丛书，正在开展试用活动，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积极订阅。

一、内容简介
本套丛书是对近 5 年来，中国学者在油气、自然灾害、环境污染、
材料学等相关领域的 7 本最新科技研究成果的双语精选汇编论文集。
每本书的主编分别邀请中国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如：环境工
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陈立东，东方公司首席技术专家、《石油
地球物理勘探》主编李培明，中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院
长路保平。

该系列丛书具有较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相关领域技术人员、
研究人员、师生、企业及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二、五大特色
权威又全面的研究成果：入选的 564 篇论文均发表于近 5 年，来
自以《油气地质与采收率》、《石油钻探学报》、《中国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大气科学》、《自然灾害学报》、《地震工程与工
程振动》、《无机材料学报》为代表的中文核心科技期刊。内容涵盖
石油、天然气、页岩油、页岩气、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材
料、自然灾害等重大工程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进展、突破性技术。
一流的主编：每本书的主编分别邀请中国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
如：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陈立东，东方公司首席技术专家、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主编李培明，中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
究院院长路保平。
严格的质量把关：入选论文由各科技期刊编辑部遴选并推荐，
英文翻译由海内外科技领域发表过国际期刊论文的翻译专家完成，由
专职英文编辑严格审校。
多样的出版模式：
中 国 知 网 JTP 网 站 （ http://jtp.cnki.net/bilingual//ebook/index?
type=ni&code=Chemistry%2F%20Metallurgy%2F%20Environment%2F
%20Mine%20Industry）提供中英双语全文对照、段段对照和悬浮对照
等多种在线阅读模式

中 国 知 网 ebook 网 站 （ https://book.oversea.cnki.net/CCGBWE
B//book/search?name=search_Press&value=%E4%B8%AD%E5%9B%B
D%E5%AD%A6%E6%9C%AF%E6%9C%9F%E5%88%8A&ser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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