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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译林赏析
在本期的译林赏析版块中，主要涉及实际
翻译中出现的句子结构与逻辑方面的问题；例
句均摘自翻译稿件，旨在选出一些典型的错误
或者不规范之处，供大家参考与讨论。
科技论文尽量用简单句陈述，这样句子更
加简洁、明确。描述复杂数据或重复概念时，
应当在保证正确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采取最简
便明了的方式进行阐述，否则便会过于重复、
逻辑不清。
【例1】1
中文：但是，在水溶液的配置时，我们根据所选岩性、地下水的一
般特性及试验的历时效应，配置了三种中高矿化度型水溶液作为本次试
验水化学溶液的母液，其化学性质见表1左侧。
原译文：When preparing the three types of high salinity parent solution
for the experiments, the solution composition is based on the selected lithology, general groundwater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ime.
分析：此句简单描述水溶液的配制方法，重心表达在后半句，按照
英文习惯，应当置于句前。但是译者的译文却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解与
表达，术语用语不规范且有漏译现象。建议改为：
We prepared three types of mid-high salinity aqueous solutions as the mother
solutions for the experiments,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lithology,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 water, and effects of time. The chemical properties
are listed in the left part of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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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
中文：有限元模型纵向深度为140 km。根据不同的流变系数，共分
为4层介质，分别代表上地壳、下地壳、岩石圈上地幔和软流圈上地幔等
不同深部的物质。有限元网格纵向分21层，其中第1~6层为上地壳介质，
第7~12层为下地壳介质，第13~18层为岩石圈上地幔介质，第18~21层为
软流圈下地幔介质。
原译文：Depth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s 140 km. It contains
four layers with different viscosity. The four layers are upper crust, lower crust,
lithosphere mantle and asthenosphere mantle respectively. Grid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are divided into 21 layers in depth. The 1–6 layers represent the
upper crust, the 7–12 layers represent the lower crust, the 13–18 layers represent the lithosphere mantle, and the 19–21 layers represent the asthenosphere
mantle.
分析：此句中关于模型分层及有限元网格纵向分层的翻译，处理的
过于复杂，全部采用平铺直叙的描述，即逐字翻译。虽处理保守、无明
显错误，但终归带有中式英语的影子，充满翻译腔，且表述繁琐重复。
翻译专家试译文：A finite element model with vertical depth of 140 km
is grouped into four layers by the differences of rheological coefficients of the
medium. They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medium of upper crust, lower crust,
lithosphere, and upper mantle in asthenosphere at different depths. The model’s
vertical grid contains 21 rows wherein row 1 through row 6 represent upper
crust, row 7 through row 12 is for lower crust, row 13 through row 18 for lithosphere upper mantle, and 18 to 21 for asthenosphere lower mantle.
说明：后一种译文的处理明显更加地道，把前两个简单句合为一个
句子，逻辑层次清晰。紧接着用一句话表述四层介质的代表含义，突出
了重点。在翻译连续罗列且结构极为相似的短句时，后一种译文的处理
明显比原译文更加符合科技文体的特点，简洁清晰。
2

王辉，曹建玲，张怀等. 川滇地区下地壳流动对上地壳运动变形影响的数值模拟[J]. 地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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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3
中文：在梁潇云等(2005)的数值试验中，当青藏高原位于目前位置
(中心约90°E)时，ASM在BOB首先爆发；当高原被西移30个纬距至60°E
时，ASM在阿拉伯海首先爆发，比BOB夏季风爆发足足西移30个经度。
分析：这句话描述的是青藏高原西移的假想，不能简单当做一般现
在时加以处理，译文中采用虚拟时态“when the Plateau was moved”，表
述严谨；在引用前人研究成果时，采用一般现在时并保持主从句前后一
致；客观事实，如所处经纬度，采用一般现在时。
译文：The numerical experiment in Liang et al. (2005) indicates that
when the Tibetan Plateau is located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the center at approximately 90°E), ASM first starts in BOB; when the Plateau was moved
westward for 30 latitude degrees to 60°E, ASM would first start in the Arabian
Sea, which is 30 longitude degrees west of the BOB summer monsoon onset.
【例4】
中文：一方面沙尘暴发生与我国西北干旱区多沙漠有关，这里干旱
而少雨造成了陆面干燥而松软，因此，只要气旋锋面或中尺度天气系统
经过就容易引起此区域沙尘暴的发生。


试译文：On the one hand, the occurrence of sandstorms are associated

with abundant deserts in the arid northwestern China, where drought and lacking rainfall causes the land surface to become dry and soft; therefore, as long
as a cyclonic front or mesoscale weather system passes through this region, it
is likely to cause sandstorms to occur.


改译文：The dry climate conditions, with little precipitation, result in dry

and soft soil at the surface, so dust emission can easily occur when frontal systems or meso-scale weather systems pas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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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雄，段安民，刘屹等. 关于亚洲夏季风爆发的动力学研究的若干近期进展[J]. 大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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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讨
在本期的译林探讨版块中，我们主要探讨一下英语
科技论文中句型结构方面常见的问题。表达一个思想，
在一个地方使用一种结构，不能相互夹杂，同时用两个
不同的结构重叠在一处，造成混杂现象。相关的案例主
要参考孙娴媃老师的著作 4，希望这些范例能够给大家在
实际翻译工作中带来启发。如果您有不同的意见，欢迎
来信与我们分享。
【例1】
中文：每个人必须穿制服；进入实验室以前他还必须用纱布口罩掩
护嘴和鼻。



译文：The regulations require each man to wear a uniform; he must also

cover his mouth and nose with a gauze mask before entering the laboratory.
(regulations和he两个主语不一致。)



改译文：The regulations require each man to wear a uniform; they also

require him to cover his mouth and nose with a gauze mask before entering the
laboratory. (they代表regulations，主语一致。)
【例2】
中文：新风房将安装在使全部地方清凉的地方。



译文：The new fan will be installed in such a place so that the whole area

will be cooled.



改译文：The new fan will be installed in such a place as to cool the

whole area.
说明：such后面要跟as或that，这是习惯用法，因此用了such就不可
再用so，用so that不可用such。

4

孙娴媃．谈谈写作英语科技论文．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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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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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起步阶段，虽然遇到了
诸多困难，但仍得到了各位翻译专家与审校专家的
理解与支持，我们将继续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前行，
将这项有意义的工程做大做强。
在译海拾贝栏目中，我们将展示各位翻译专家
的翻译技巧和心得。如果您在翻译过程中有任何感
想，或对以下所述观点有不同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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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益求精
在与翻译专家们来来往往的邮件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各位老师严谨

的学术作风。以下是翻译专家在做完试译文段后又给出的反馈。面对老
师的谦虚和一丝不苟，编辑们在深感惭愧之余，更多的是无比的敬意。
以下是来自奥地利的水资源研究专家的来信：
谢谢来信。试翻的译文虽然通过，但我自己检查出若干错误，所
以心里很内疚。主要有三个地方：
1) “使用大气中天然生成的氯”， 对这句话我少加了一个限定词
“naturally-occurring”， 精确的翻译应是“This method uses the naturallyoccurring chloride in the atmosphere.”。
2) 将弥散这个词误翻成 diffusion，正确的应为dispersion。
3) 倒数第二句：“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t needs to accou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n-off.”这句也应更精确地翻成：“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it needs to accou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un-off in the run-off generation.”
其中第一和第三句偏离了逐字逐句的要求但不影响理解，第二个
显然是低级错误，实在不该出现。看来翻译工作并不简单，不能马虎
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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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
在《编译快报》创刊号中，刊登了一首诗“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

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对应的中文则为“子言慕雨，
启伞避之”。对此，有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

翻译专家1：
在英语社会，隔行如隔山的程度更甚中国，因为在英文环境中，跨
专业的语言是很难懂的，很多时候望文生义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中国人
来说，准确应用外语就是难上加难了。就拿这篇通讯来说，对“子言慕
雨”等翻译，也感到强烈的中式英语味道，说不出是多错，但就知道不是
native English。可能把you say改成you said, open your umbrella改成put up
your umbrella 更自然一些。说外语难，其实母语用好也不容易。

→

翻译专家2：
作者对中式英语的指责似有一概而论之嫌。很多时候，翻译之难，
只能让译文带有中式英语的味道。而老外有时偏偏就喜欢中式英文（例
如人山人海译成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英语世界多了一种崭新的表
达，未必是不好的事），有些现在道地的英文句子（例如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也是来自当初的中式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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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译文，翻译专家们也对中文原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能够
提高文章可读性，同时也对我方期刊与文章的遴选工作有较大帮助。在
此感谢各位专家，并真诚欢迎专家们批评指正。以下举一例以说明：
中文原文：“另外，他既对他人的工作，也对自己的工作持批判态
度，因为他了解，人的可靠性是最不如科学仪器的，而且很多因素往往
会干扰人们进行公正客观的调研。”
翻译专家1：
这段文字最起码有三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对他人的工作持批判态度是
错误之一，可谓词不达意。其实是说对他人的工作持审慎态度，用批判二
字完全背离了本意，而且在英语世界里，更是无法让人理解的。错误之二
是人的可靠性是最不如科学仪器的，这完全违反了人类基本知识，其实就
是一个字的用法错误，如果改成“人的可靠性是远不如科学仪器的”虽然
结论可以争论，但语言没问题。第三个错误是“而且很多因素往往会干扰
人们进行公正客观的调研”，跟前一句的逻辑关系衔接，主语换了，逻辑
混乱了。

翻译专家2：
并不认同作者指出的三个中文原句的错误。有的人对己对人都极端严
格，因而不是简单地使用“审慎”，而是进一步用“批判”的态度，何来
“严重的错误”之说？虽然“人的可靠性是远不如科学仪器的”可能在意
思上更准确一些，但“人的可靠性是最不如科学仪器的”这句话语句没
错，观点的偏激不应成为翻译者的评判对象，更不应作为中文母语不好的
证明。第三个所谓逻辑错误的指责似乎也是莫须有的。为什么不能把“很
多因素往往会干扰人们进行公正客观的调研”看作是“因为他了解”的两
个情况之一（另一个情况是“人的可靠性是最不如科学仪器的”）并证明
他为什么对人对己持批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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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研究
本期的编译研究版块主要探讨英语科技论文中句
型 结 构 方 面 常 见 的 问 题——悬 垂 修 饰。悬 垂 修 饰
（Dangling Modifier）是指句子中动词短语与句子主语
没有联系，即：动词短语的逻辑主语与主句主语不一
致。由于悬垂修饰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应当尽
量避免。悬垂修饰容易发生在分词、动名词、不定式
和从句上，本期总结了一些相关的案例 5 。如果您有不
同的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
（一）悬垂分词
也叫“无关联分词”，是指主句中的主语与句首分词短语的主语不
一致，从而导致逻辑错误。 在悬垂分词中，尤其要注意“based on”的
正确使用，“based on”只限于修饰与其紧邻的先行词。如：
 Based on extensive study, this genetic deficiency was attributed to the loss
of one isozyme.
 On the basis of extensive study, this genetic deficiency was attributed to
the loss of one isozyme.
分析：这句话旨在表达“...was attributed...”是“based on extensive
study”的，而“Based on extensive study”修 饰“...deficiency”，即
“...deficiency based on extensive study”显然错误。
（二） 悬垂动名词
在带有动名词的修饰性短语中，动名词通常充当介词宾语。同样，
如果主句中的主语与动名词短语的主语不一致，就会形成悬垂修饰。
 After determining the mapping of Ai from L1 to Lp, the next array dimension can be processed in the same way.
分析：After 引导的介词短语应该修饰句子的主语，但该句的主语
dimension是无法执行determining这个行为的，因此，本句需要改正，加
入after determining 修饰的主语we。下面是几个较为合理的翻译方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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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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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determining the mapping of Ai from L1 to Lp, we can process the
next array dimension in the same way.
或者把垂悬的修饰语改成从句，主、从句均用被动语态：
 After the mapping of Ai from L1 to Lp is determined, the next array dimension can be processed in the same way.
或者把垂悬的修饰语改成从句，主、从句均用主动语态：
 After we determine the mapping of Ai from L1 to Lp , we can process the
next array dimension in the same way.
或者直接用动名词determining作为句子的主语：
 Determining the mapping of Ai from L1 to Lp makes us process the next
array dimension in the same way.
（三）悬垂的不定式
一般来说，位于句首的不定式短语应该修饰句子的主语，否则就很
可能是垂悬的修饰语。
 To develop a high-performance air conditioner, it is important to use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To develop a high-performance air conditioner, designers use an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四）悬垂的省略从句
是指一个省略主语（有时还有be）的从句，而且被省略的主语与主
句的主语相同，然而，如果从句中被省略的主语与主句的主语不相同，
那么省略从句就成了一个悬垂的修饰语。修改悬垂的省略从句有两种方
法，即在省略从句中加入合适的主语，或改写这个省略从句，以便从句
能合理地修饰主句的主语。
 When applying Kaviany’s method in our simulations, the modeled objects
had an unrealistic shap.
 When we applied Kaviany’s method in our simulations, the modeled objects had an unrealistic sh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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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资讯

翻译资讯
本期的翻译资讯栏目，将着重搜集国内外各种权
威英语语料库，以及各学科的会议信息。如果您有这
一类的资讯，也欢迎来信告知，我们将安排在下一期
的《编译快报》中与大家共享。

本期翻译资讯着重推荐国外四种较权威的英语语料库，皆收录上亿
条英语权威词条。翻译或写作过程中对一些英语单词、短语的用法不确
定时，可借助其查到这些词的上下文、频率等信息。

(1) 国际英语语料库(ICE)
http://www.ucl.ac.uk/english-usage/

●
＊

国际英语语料库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 ICE) 由英国英语
分库、美国英语分库、新加坡英语
分库、澳大利亚英语分库等组成。

Upcoming Conferences

ESF-EMBO
Symposium
SYMBIOMES:
SYSTEMS
BIOLOGY
OF
HOSTMICROBIOME INTERACTIONS
地点：Polonia Castle Pultusk,

每个分库都由300篇口语、120篇独

Poland

白、200篇 书 面语等 组 成。这些 语

时间：6.5−6.10, 2015

料库可提供对英语系国家内不同英
语的比较。用户可以通过其网站免
费访问该库。

＊

ESF-EMBO
Symposium
THIOL-BASED
REDOX
SWITCHES IN LIFE SCIENCES
地点：Sant Feliu de Guixols,
Spain
时间：9.12−9.17, 2015

翻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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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 http://corpus.byu.edu/coca/
COCA——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拥有3.6亿词汇，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平行语料库，是不可
多得的英语学习宝库，也是观察美国英语使用和变化的一个绝佳窗口。
(3) 英语国家语料库 （BNC）http://www.natcorp.ox.ac.uk/
英语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简称BNC）是目前通过网
络可直接使用的最大的语料库，由英国牛津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钱
伯斯-哈洛普出版公司、牛津大学计算机服务中心、兰卡斯特大学英语计
算机中心以及大英图书馆联合开发建立，于1994年完成。
(4)联合国官方术语库 （UNTERM） http://untermportal.un.org/portal/
welcome
联合国新的官方多语种术语库，反应速度更快，检索功能更强大，
术语属性信息更丰富，是翻译必备术语管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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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编译往来
《编译快报》已经发行三期了，得到了翻译专家
和审校专家的许多宝贵反馈。其中围绕着快报中提到
的翻译实例，专家们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这无疑会促进翻译经验的分享与学术交流，使科
技论文的翻译工作运行得更加顺畅，更好地实现面向
国外科技工作者用英语介绍我国优秀科学技术成果的
目标。本期“编译往来”会列举各位专家针对上一期
内容的反馈意见，以供大家更好地交流，同时也希望
各位专家继续不吝赐教。

翻译专家：
多谢发来的编译快报。我很喜欢里面关于时态的分析，这也解决了
我长期以来的疑惑。
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名词化（nominalization）虽然是科技英语的特
征之一，但当代英语写作已经不太提倡名词化了，认为较为做作。当
然，英语母语者眼中的名词化和非母语人士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下面
的例证：
我认为译文(1)也同样符合科技英语的写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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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刊的多数认证文献来自国内期刊上外语学者的研究。依本人观
察，部分本土教师的知识结构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依然停留在科技
英语要用名词化和被动语态的传统认识中。个人建议采用国外更为权威
的写作手册例如The Little Brown Handbook和APA Style Guid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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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翻译专家：
1. 例句中给出的名词化译文：Rectification of this fault is achieved by
insertion of a slash.
建议改为：This fault can be rectified by inserting a slash.
2. 例句给出的名词化译文：Analysis of a damaged material usually requires intuitive judgment followed by real-testing.
建议改为：The analysis of damaged material usually requires visual examination followed by experimental testing.
说明：Note that intuitive is defined as “using or based on what one feels
to be true even without conscious reasoning, instinctive.” “intuitive judgement”是主观臆断。
4. 例句中给出的名词化译文：The accuracy of these results is doubtful.
建议改为：The correctness of the results is questionable.
原译文中

(i) accuracy is 准 确 性 / 准 确 度。“结 果 的 正 确

性” can mean it is totally wrong, rather than it is not accurate. (ii) doubtful is “值得怀疑的”，有主观成分。我认为原文只是客观叙述结果可
能不正确，而并没有怀疑作假。
翻译专家：
各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各不相同。心理学专业一般都是用美国心
理学协会的APA格式，但从完稿的文献格式来看，似乎并不完全等于
APA格式。这给我的翻译和表述有时会带来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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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往来
翻译专家：

我看了这期快报，觉得总结的非常好，对今后的翻译很有帮助。
关于引用 过去的文章内容 用现在时态还是 过去时态，有点小意
见。 英文杂志投稿一般都要求参照行业的manual。比如文科用的最多
的 是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和MLA。如 果没 有规
定，全文要前后一致，自己选一个manual为标准。而 APA 和 MLA 这
两个manual 对引用别人文章的时
态规定就不同。并非对错好坏之
分，只是行业统一，方便读者。
APA是这样说的 “APA style
requires authors to use the past
tense or present perfect tense when
using signal phrases to describe
earlier research, for example,
Jones (1998) found or Jones
(1998) has found…”
但是MLA要求有些时候用现
在时态“Use present tense to introduce cited or quoted material
and to make personal comments on
such

materials.”

例

如： “Norton argues that the deep sea sawtooth is the most dangerous
fish in the world.”但如果按照APA就应该是 “Norton (2003) has argued
that the deep sea sawtooth is the most dangerous fish in the world. ”
所以，有些时候三种时态从语法上说都是对的，没有好坏之分。
只 是 应 该 全 文 前后 一 致，参 照 同样 的 标 准。比 如不 要，前 面 用 现 在
时，后面用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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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在您的一路陪伴下，《编译快报》已经顺利
走到了第四期。在本期的编辑过程中，我虽有忐忑不安，但却始终满怀
诚意与期待。虽然每一个例句都经过仔细挑选，尽量做到有代表性与说
服性，但由于经验与知识所限，肯定有不完美甚至纰漏之处，希望得到
各位资深翻译专家与审校专家的海涵与赐教，使我们的《编译快报》更
好地发挥平台作用。
本期的翻译部分主要涉及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重复、逻辑混
乱等语法修辞问题，以及在翻译中可能需要参考的国际权威语料库资
讯；交流部分主要包含专家们对上一期内容的反馈与建议。我感受最
深的是专家们严谨与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这正是我们这项大工程得
以实施起来的基石。在此，我们深深感谢各位专家们的辛勤工作！同
时也感谢同事们提供的素材与帮助，使本期快报的内容更加丰富。
本期责编：刘白雪
本期责编邮箱：lbx.cnk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