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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赏析
科技英语在句法上有着自身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也有自身的翻译原则和技巧。
本文将结合钟含春老师[1]的著作探究外位结构的用法及其对科技译文质量提升所
起的作用，供大家参考！

一、外位结构的定义
英语中有这样一种语言现象: 在一个完整的句子外边，额外出现一个或几个
不含谓语动词的单词或短语，附加在句前，句中或句后，用逗号或破折号与句中
其他部分隔开，表示与句子内部没有组织上的关系，即使将它移走，句子照样成
立。这种附加在句外的成分叫外位成分，简称“外位”，句子本身称“句干”。外
位与句干，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但语义上是紧密相连的，因而有必要放在一
块。这种“组织无关，语义相连”的结构称为“外位结构” (separate construction)。

二、外位结构的作用
1、符合言语交际的“经济性”
在言语交际中，要尽可能地减少重复，避免冗余，以最简洁的语言形式完成
最大量的信息传递。外位结构省略了连接句子组织关系的语法成分，因而可以使
科技译文读起来简明扼要，使其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

【例1】
原文：虽然铝的强度不及钢，但是当铝与少量的铜、锰和镁制成合金，并经过热
处理后，其强度可以接近钢的强度。
原译：Although aluminum is less strong than steel, when it is alloyed with small
quantities of copper, manganese and magnesium, and subjected to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it can acquire a strength approaching that of steel.

改译：Aluminum, less strong than steel, can acquire a strength approaching that of
steel when it is alloyed with small quantities of copper, manganese and magnesium,
and subjected to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分析：原译亦步亦趋地直译原文，读起来刻板啰嗦，是典型的“中式英语”。分
析句意后，我们将原译的主从复合句改为以aluminum can acquire a strength
approaching that of steel 为主干的单句，再将原文的让步状语从句改为形容词短
语构成的外位结构，置于主语aluminum后修饰主语，这样就省去了引导状语从句
所需的衔接词。译文读起来简单明了，语意鲜明，符合科技语言“经济性”的特
点。

2、实现信息焦点的“前景化”

一般认为，
“前景化” (foregrounding) 具体表现为对语法、语义等规则的违
背或偏离，也可表现为语言成分超过常量的重复和排比。被“前景化”了的语言
形式因违背语言文本常规，会给读者带来陌生感，使其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将
注意力放在该语言形式上，领悟其中的真正意图。外位结构打破了行文和句式常
规，用在科技语篇中有助于突显信息焦点。

【例2】
原文：①校正定时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②而且高度的精确性也是极其重要的;
③对喷油泵与气阀某些部件的研磨精密度应达到两万分之一英寸。
译文：Correct timing is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also extreme accuracy, down to
a twenty-thousandth part of an inch, in the grinding of certain parts of the fuel
injection pump and the valves．
分析：原文中小句①和小句②③是并列关系，其中小句③进一步阐释小句②所指
的精确性要求，是整句的信息焦点。译文把小句③一拆为二，将“精密度应达到
两万分之一英寸”译成副词短语“down to a twenty-thousandth part of an inch”提
前到句中作“extreme accuracy”的外位修饰语，句序的调整给读者造成了陌生感，
也使这部分信息得以“前景化”。

3、增加科技文体的“节奏美”

在科技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润饰语言，讲究词法、句法及篇章的粘连，
来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美感。而外位结构就是实现科技译文美感的手段之一。如
将外位结构置于句中，可让原本复杂的句子产生停顿，使译文获得相应的节奏感，
朗朗上口，更易被读者接受和喜欢。

【例3】
原文：Fa2 和Ta2 分别表示轴a作用于齿轮2的作用力和扭矩。
原译：Fa2 and Ta2 are respectively the force and torque exerted by shaft a against
pinion 2．
改译：Fa2 and Ta2 are the force and torque, respectively, exerted by shaft a against
pinion 2．
分析：原译忠实传递了原文的语序，读起来中规中矩。改译将 respectively 移到
句中，充当状语外位语，将表语和定语做了语义和语块上的分隔，使译文获得相
应的停顿，读起来语义通俗，节奏明快。

三、外位结构的用法

需要指出的是，外位结构能否在科技译文中发挥以上功能，首先取决于译者
是否具备逻辑梳理、主次辨析、语义贯连和概念整合等能力。

1、逻辑梳理

【例4】
原文：①重要的是要理解，②数字计算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③在一台计算
机上，④不管其规模及速度如何，⑤它可以解决的任何问题，⑥从理论上讲，⑦
在任何其他计算机上也能解决。

译文：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digital computers do scarcely differ in kind. Any
problem that can be solved on one digital computer, regardless of size or speed, can
theoretically be solved on any other.
分析：原文是典型的流水句，小句关系松散，需要先梳理其逻辑条理。①、②小
句为整个句子的核心和总合概念，译文将它们置于句首作主题句，符合英语的语
篇习惯。③-⑦小句则是对主题句的阐释说明。根据语义逻辑，这部分的句子主
干应为: ③-⑤-⑦，小句④修饰小句③，小句⑥修饰小句⑦。译文使用被动语态，
以any problem 作主语，后接小句③做定语从句，再将小句④译成介词短语充当
小句③的外位修饰语，最后由小句⑥、⑦充当谓语。这样的处理使整个句子的逻
辑关系清晰呈现。

2、主次辨析

【例5】
原文：①如果一种钢，②除含有碳、硫、磷以外，③还含有1%多的锰或0.3%多
的硅或者一些碳素钢中不包含的其他元素，④那么这种钢就是合金钢。
译文：An “alloy” steel is one which, in addition to the contents of carbon, sulphur and
phosphorus, contains more than 1 percent of manganese, or more than 0.3 percent of
silicon, or some other elements in amounts not encountered in carbon steels．
分析：原文是典型的前重心句式结构，其中①-③小句提出满足合金钢的条件，
第④小句给出合金钢的定义判定，第④小句为整句的主句和核心。译文对原文做
了两个层面的主次关系处理。首先，将第④小句置于句首作主句，使之符合英语
表态在先的方式。另外，译文又对原文中②③两个小句的主次作了区分。由于，
小句③为条件状语中的主要信息，因此在定语从句中做谓语，小句②为次要信息，
则以介词短语的形式置于定语从句中的谓语动词前，充当状语外位语。译文既保
持了英语句子的平衡感和节奏感，又使句子主次分明。

3、语义连贯

【例6】
原文：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不仅提供能够承受高温高压的材料，而且也提供了新
的工艺过程。依靠现代科学的这些成就，我们相信完全可以制造出这样的人造卫
星。
译文：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satellite is now believed to be quite realizable, its
realization being supported with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which
have brought into being not only materials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severe stresses
involved and high temperatures developed, but new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as well.
分析：原文两个句子为因果关系，第二句用“现代科学的这些成就”复指前文的
内容，使前后句意自然过渡。译文在语义连贯方面做得非常巧妙。
“its realization
being supported with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为独立主格结构，
放于句中充当外位语，其中its realization为后照应，复指主句表语部分的语义，
而“all the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为前照应，引出了后面定语从
句的内容。译文用外位结构来贯连句意，使译文逻辑清晰，自然流畅。

4、概念整合

【例7】
原文：①由于光学纤维频带较宽，②损耗较低，③光源更为可靠，④因此在这一
领域会更具竞争力。
译文： Larger fiber bandwidth, lower loss and more reliable optical sources, all these
advantages would make optical fibers more competitive in this section.
分析：原文为因果关系复合句，前三个小句为原因，第四小句为结果。译文并没
有照译为As optical fibers have larger fiber bandwidth, lower loss and more reliable
sources, they would be more competitive in this section，而是先整合出原因状语部
分的核心信息———光学纤维的优势，将该信息充当句子主语，使之符合英语“主
语突出”的行文特点。译文又将原因状语译成三个并列的名词短语，置于句首，

充当主语all these advantages的外位同位语，充分突显了主语部分的信息，使得译
文概念清晰，信息重点明确，行文紧凑流畅。

四、总结

外位结构，是容易被译者忽视甚至怯用的一种句式，它在翻译中的应用潜力
也未得到充分挖掘。事实上，这种“组织无关，语义相连”的句式结构，可使译
文变得简洁流畅、重点突出、生动活泼、节奏明快。在科技翻译中合理使用外位
结构，往往能有效提升科技译文的质量，体现科技语言的经济性、突显科技信息
的聚焦点、展示科技文体的节奏美。当然，在科技翻译中用好外位结构并非易事。
译者需时时锤炼自身的语言功力和专业修养，提高逻辑梳理、主次辨析、语义连
贯、概念整合能力，积极调用横向语感和专业知识，使外位结构在译文合适的位
置，发挥其特有的功效，从而使译文质量得到真正的提升。

[1] 钟含春，范武邱. 外位结构与科技译文质量提升_以汉英翻译为例 [J]. 中国科技翻译.
2018(2): 5-8

译文探讨
从双语工程开始到现在，各位专家付出了辛苦的努力，和我们逐步建立
了稳定、良好、高效的工作关系，提供的译文质量也越来越好，我们对
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期提供的案例是从最近的科技类稿件中汇
总了比较典型的错误类型，除去涉及到的这些问题，所选取的例子在语
言层面亦不乏精彩之处，供各位专家参考学习。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各
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1、 用词不当
【例1】
原文：ED 值越大，表明该标记在两混池间的差异越大
译文：The more the ED value, the more difference of label existed between mixed pools.
修改：The larger the ED value, the greater difference of label existed between mixed pools.
分析：此处译者用词错误，两处比较都使用 more 过于直译和中式。数值越大用 larger 更为
准确；区别越大用 greater 更为地道。

【例2】
原文：其中，叶片功能性状直接反映了植物为适应环境变化而采取的生存策略。
译文：Among them, leaf functional traits directly provide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修改：Among them, leaf functional traits directly reflect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plants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分析：原文表达的是“叶片功能性状反映植物的生存策略”，显然用“provide”一词不准确。

【例3】
原文：但是，随着抗生素 JX 浓度的增加， Xoc 生长曲线的延滞期增长，指数期延后，而且
稳定期的菌体浓度降低。
译文：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ntibiotic JX, the lag phase in the
growth curve of Xoc increased, the exponential phase was postponed, and the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in the stable phase decreased.
修改：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antibiotic JX, the lag phase in the
growth curve of Xoc prolonged, the exponential phase was postponed, and the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in the stable phase decreased.
分析：increase 表达增长时一般表示数量的增多，而不表示时间的延长。

2、 术语错误
【例 4】
原文：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前至治疗后 14d 的血压、心律、心电图、血尿常规、肝肾功能的
变化，记录药物的不良反应。
译文：The change in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electrocardiogram, hematuria,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14 days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nd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recorded.
修改：The change in blood pressure, heart rate, electrocardiogram, blood and urine routine test
results, as well as liver and kidney function of patient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The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recorded.
分析：hematuria 为“血尿症”之意。此处是在治疗前后，做血尿常规检查，因此此处 hematuria
为术语错误。

【例 5】
原文：分离筛选得到一株对黄瓜枯萎病菌有较好拮抗效果的放线菌菌株。
译文：We isolated and screened an actinomycete strain with good antagonistic effect against
cucumber F. oxysporun.
修改：We isolated and screened an actinomycete strain with good antagonistic effect against F.
oxysporun f. sp. cucumerinum.
分析：前文中提到“黄瓜枯萎病是由黄瓜专化型尖孢镰刀菌 （F. oxysporun f. sp. cucumerinum）
引起的土传真菌性病害”
，本句中所说的“黄瓜枯萎病菌”意指引起黄瓜枯萎病的病菌，也
就是 F. oxysporun f. sp. cucumerinum，因此应保证术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例 6】
原文：本研究在 2002 年至 2016 年间共捕获蝙蝠标本 1, 025 只, 经鉴定, 隶属 5 科 15 属 31
种。结合前人资料, 迄今海南岛记录翼手目 8 科 20 属 41 种, 占中国翼手目种类的 30.4%。
其中蝙蝠科种类最多, 达 24 种, 占海南岛翼手目种类的 58.5%;蹄蝠科种类次之, 共 5 种, 占
12.2%;菊头蝠科 4 种, 占 9.8%;长翼蝠科 3 种, 占 7.3%;狐蝠科 2 种, 占 4.9%;鞘尾蝠科、犬吻
蝠科、假吸血蝠科各 1 种, 各占 2.4%。
译文：From 2002 to 2016, 1,025 bat specimens were captured and identified as 31 species
belonging to 15 genera and 5 families. Based on previous data, 41 species of pterodactyla
belonging to 20 genera and 8 families have been recorded on Hainan Island, accounting for 30.4%
of pterodactyla species in China. Among them, 24 species are bats, accounting for 58.5% of
Chiroptera species on Hainan Island, followed by 5 species of Ungulates, accounting for 12.2%, 4
species of Compositae, 9.8%; 3 species of long winged bats, accounting for 7.3%; 2 species of fox
bats, accounting for 4.9%; 1 species of sheath tailed bats, mastidd bats and pseudovampires,
accounting for 2.4% each.
修改：From 2002 to 2016, 1,025 bat specimens were captured and identified as 31 species
belonging to 15 genera and 5 families. Based on previous data, 41 species of Chiroptera belonging
to 20 genera and 8 families have been recorded on Hainan Island, accounting for 30.4% of
Chiroptera in China. Among them, species in Vespertilionidae are the most (24), accounting for
58.5% of Chiroptera on Hainan Island, followed by Hipposideridae (5), accounting for 12.2%,
Rhinolophidae (4), accounting for, 9.8%, Miniopterinae (3), accounting for 7.3%, Pteropodidae

(2), accounting for 4.9%, Emballonuridae (1), Molossidae (1), Megadermatidae (1), accounting
for 2.4% each.
分析：该译文涉及科和目的术语翻译错误较多，多处术语没有查证专业术语，或由于借助机
器翻译导致的错译。
术语

原译文

正确翻译

翼手目

pterodactyla

Chiroptera

蝙蝠科

bats

Vespertilionidae

蹄蝠科

Ungulates
（有蹄类）

Hipposideridae

长翼蝠科

long winged bats

Miniopterinae

狐蝠科

fox bats

Pteropodidae

鞘尾蝠科

sheath tailed bats

Emballonuridae

犬吻蝠科

mastidd bats

Molossidae

假吸血蝠科

pseudovampires

Megadermatidae

另外该译文是在对各科种类数进行排序，把数字放在科的前面略显啰嗦，使用括号放在后面
可使译文清晰明确。

3、 逻辑错误
【例 7】
原文：另一部分块根切片后称鲜重，在烘箱中 105℃杀青 30 min, 60℃烘干至恒重, 称干重。
译文：The fresh weights of the other part of storage roots were determining after slicing
deactivated in the drying oven at 105 °C for 30 min, then dried at 60 °C to constant weight and the
dry weights were determined.
修改：The other part of storage roots was sliced and weighed. Then they were deactivated in the
drying oven at 105 °C for 30 min, and dried at 60 °C to constant weight to determine the dry
weights.
分析：原译文的逻辑主语为“The fresh weights of the other part of storage roots”，可后文动作
determining，slicing，以及 dried 的施动者并非鲜重，因此应将此句改为被动语态描述实验
过程，避免由于过度直译导致的逻辑错误。

【例 8】
原文：取上清液 1mL 与 2mL 的 Salkowski 试剂混匀，黑暗培养 20 min 后呈现粉红色即有 IAA
的产生。
译文：The mixture of 1 mL supernatant and 2 mL Salkowski reagent was kept in the dark for 20
min to produce IAA with pink color.
修改：The mixture of 1 mL supernatant and 2 mL Salkowski reagent was kept in the dark for 20
min, and the production of IAA would result in pink color.
分析：原译文存在逻辑偏差，原文指“呈现粉红色表示有 IAA 的产生”
，原译文所表达的是
培养 20 min 后产生粉色的 IAA，逻辑错误，产生语义偏差。

海外动态
中国知网圆满完成“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主题展”

9 月 25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共同主办的“第十五届中
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 1000 多名编辑同行参加大会。
论坛将围绕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凝聚学术界、期刊界、期刊管理者、企业界等力量，全方位探讨中国科技期刊高
质量发展，推动科技期刊跨界交叉融合。
在各位期刊界专家和科协学会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的大力指导下，中国知网
圆满完成“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主题展”、开幕式宣传片及会议指南的策划设计工作
精美的会议指南手册，是大会的亮点之一。
在论坛同期举办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主题展”上，展览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科技发展为线索，用珍贵文物级的期刊纸刊、精彩的案例、翔实的数据展现了
科技期刊对科技发展的忠实见证，追溯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历程，展示辉煌成就，
旨在激励期刊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谋划新时代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迈向世界一流而努力奋斗。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进鹏，浙江省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冯飞，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等领导，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曹健
林、杨卫，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陈建峰、杨华勇等专家参观展览。
Springer Nature 大中华区学术关系总监颜帅，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
子杂志社副总经理、副总编辑肖宏，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任
胜利受邀担任专题讲解员，为领导和嘉宾讲解建国 70 年以来我国科技期刊的进
展和成果。
在第二部分的解说中，肖宏从科技与科技期刊政策法规、科技投入、科研人

员队伍、科研成果、科技期刊评价与资助奖励体系等方面介绍了我国建设世界一
流科技期刊的有利环境和基础，并介绍了知网的网络首发、增强出版等新型出版
模式。
肖宏介绍到，网络首发是通过“网络版”发布学术期刊单篇论文的一种数字出
版方式，单篇录用定稿即可发布。这种出版方式把期刊出版变成了日出版，时出
版，分出版，极大地提高了出版的发表速度。
领导和专家现场体验了网络首发、增强出版等出版新模式。在随后的大会开
幕式上，怀书记在致辞中对中国知网的网络首发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参观结束后，领导和专家纷纷留言，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寄予厚望。
编辑同行在留言墙上书写情怀和志向，表达出期刊人对科技期刊未来美好发展的
信心和决心！

知网国际总经理肖宏题词：中国科技期刊的希望 HOPE=High Opportunity
Plus Endeavor
在大会开幕式前，播放了本次论坛的宣传片，大片既视感，赢得现场观众的
热烈掌声。

学术资讯
全国第二届外交话语及外事外交翻译研讨会通知 

会议主题：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对外形象，兹定
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郑州大学召开全国第二届外交话语及外事
外交翻译研讨会。
本届研讨会将依托郑州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7ZDA318），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
求，搭建话语权领域学术交流平台，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提供语言服务和政策咨询，推动外交话语的学科创建以及外国语言文学与国
际关系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
主办单位：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郑州大学、《中国翻译》杂志社、河南省翻译协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周六至周日）。11 月 29 日
报到。
会议地点：郑州大学主校区（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科学大道 100 号）。
网址：http://www5.zzu.edu.cn/cdd/

广东省翻译协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金融翻
译论坛
会议主题：为了促进全省翻译工作者的联系和沟通，加强翻译理论、翻译教
育、翻译技术、翻译管理、翻译实践等领域的互动和交流，推动翻译领域“政、
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建设，回顾和总结广东翻译事业的发展成果，推广
翻译领域的先进经验，发现问题和不足，持续提升广东综合翻译能力和整体素养，
加强广东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广东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广东省翻译协会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视域下的翻译事业发展、合作与创新为主题举办“广东省
翻译协会 2019 年学术年会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与金融翻译论坛”
主办单位：广东省翻译协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14 日（全天）以及 12 月 15 日（上午）
会议地点：广东金融学院（广州市龙洞迎福路 527 号）学术报告厅。分论
坛地点会议届时见会议手册。
网址：http://www.tagd.org.cn

C

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 2019 全国生物技术大会
会议主题：为展示我国生物技术研究开发重要成果与最新进展，推动生物技

术学科交叉融合，助力生物产业发展，促进生物技术各领域的交流，诚挚地邀请
国内外同行、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和研究生到会
进行学术交流。
主办单位：中国生物工程学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8-10 日
会议地点：成都龙之梦大酒店
网址：http://csbt2019.biotechchina.org/

内部资料免费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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