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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行业特点　努力得体无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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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编辑实践发现：（１）有些国家标准或权威工具书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没有考虑地质学的特殊性，地质行业的术语
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在这样的标准或权威面前，我们应当灵活掌握；（２）有些地质术语尚未能在国家标准中得到体现；（３）
有时死板地执行国家标准，可能并不得体，或者还可能有歧义；（４）有极少数国家标准的规定，显得过于繁琐，且与国际上和／
或传统上的用法不一致，死板执行将增加太多的成本。作为编辑，很重要的义务就是执行国家标准，消灭论文中可能存在的

歧义，并且为读者和作者创造良好的环境，使论文不要冗长、繁琐。本文讨论了十个地质学中的实例。

关键词　　行业特点　国家标准　编辑体例

　　学术论文是传播知识的重要载体。为了准确地传达知

识，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首先要依靠学者把好学术关；其

次，应当有敏锐的逻辑思维习惯，避免学术论文中存在逻辑

错误［１］；最后应当努力帮助作者表达得体，消灭歧义。

本文的“得体”，主要是指符合汉语语言的习惯。无歧，当

然就是要使读者在理解上没有障碍或偏差，要避免“下雨天留

客天留我不留”或“行路人等不得在此方便”一类的文字。

各项国家标准为学术论文的得体无歧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笔者之一曾与人合作探讨过地质学中若干术语的用

法［２］，并认为应当忠实地执行国家标准。但是，多年的编辑

实践发现：（１）有些国家标准或权威工具书是针对整个社

会的，没有考虑地质学的特殊性，地质行业的术语有其自身

的特点，所以在这样的标准或权威面前，编辑应当灵活掌握；

（２）有些地质术语尚未能在国家标准中得到体现；（３）有时

死板地执行国家标准或依靠权威，可能并不得体，或者还可

能产生歧义；（４）有极少数国家标准的规定，显得过于繁琐，

且与国际上和／或传统上的用法不一致，死板执行将增加太

多的成本。

作为编辑，很重要的义务就是执行国家标准，消灭论文

中可能存在的歧义，并且为读者和作者创造良好的环境，使

论文不要冗长、繁琐。

所以，笔者等认为，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应当尽量执行

国家标准，并重视本行业的特点，努力帮助作者，使学术论文

得体无歧，且避免不必要的繁琐。

以下举十个实例与大家讨论，有些主要是地质行业的，

有些是各行业共同的。

１　“Ｍａ”与“×１０６ａ”

国家标准规定，“时间单位日、时、分等不得用 ＳＩ词头构

成倍数单位”（《ＧＢ３１００－９３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而年

是否可加ＳＩ词头在 ＧＢ３１００－９３中无明确规定，但《科学技

术期刊编辑教程》［３］第７３页明确“摄氏度、角度和时间单位

（ｓ除外）以及 ｋｇ不得使用词头构成倍数单位”。在地质科

学中，计时单位多数是百万年，有时是十亿年或千年。曾见

有期刊机械地执行这一国家标准，将百万年写成“×１０６ａ”，

笔者认为，这既烦琐又不得体。现在绝大多数地质学文献均

用Ｍａ、ｋａ和Ｇａ，既简洁，又得体。类似的一个问题，现在表

示吨的“ｔ”前也不能加ＳＩ词头，矿产或矿石的储量万吨或亿

吨，有些期刊用 ×１０４ｔ、×１０８ｔ表示，有些期刊则用“万 ｔ”、

“亿ｔ”表示。笔者认为，这都不很妥当，前者与西方思维习惯

（以千、百万、十亿等１０的３、６、９次幂表示）不一致，后者不

符合汉语的习惯。笔者认为应当直接写“万吨”和“亿吨”。

是否可以使用ｋｔ、Ｍｔ、Ｇｔ也可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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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岩心”与“岩芯”

现权威工具书上用“岩心”，而不用“岩芯”（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３年第二版和２００５年第五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均只

有“岩心”而未列“岩芯”）。但在具体使用中却常有不妥。

如，在钻孔中要“取岩心”，一般均简称为“取心”，并有“取心

技术”，有时还要“凿壁取心”，明显不如用“取芯”更合适，并

且钻孔取的“岩芯”也确与灯芯更接近。据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

日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查询，自１９９９年以来，用“岩芯”的文

章有２１０００多篇，而用“岩心”的文章有３１０００多篇。

３　“泻湖”与 “湖”、“粘土”与“黏土”

“泻湖”、“粘土”，已为大众接受、熟知，但现在有些出版

物改“泻”、“粘”为手写很难写且计算机录入不便的两个字

（、黏）（在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二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上是“泻（ｘｉｅ）湖”，２００５年第５版上是“（ｘｉ）湖”；而“粘”

的释义中，“同黏”这一项在两版本上是一致的。在《地质学

名词》［４］上选“湖”为正词，注明曾用“泻湖”；但“粘土”

为正词，未提“黏土”），人为地增加了许多麻烦，笔者觉得并

无必要。据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日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查询，自

１９９９年以来，含有“泻湖”一词的文章有６４００多篇，而含有

“湖”的文章仅４３０多篇；用“粘土”的文章２１８０００余篇，

用“黏土”的仅４７０００多篇。

４　元素或化合物的含量、比值等的表示

按国家标准（《ＧＢ３１０１－９３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

规则》）元素或化合物的质量、物质的量、体积等均不能用元

素符号或分子式表示，应当是将元素符号或分子式作为相应

量的符号的下角标，如ｗ（ＳｉＯ２）、ｎ（
２０７Ｐｂ）／ｎ（２０４Ｐｂ）、Ｖ（ＣＨ４）

等。这准确地表明了物质是以什么计量的，有很大的优点。

然而，这与目前国际上的多数做法［以元素符号或分子式

表示其相应的多种物理量，在可能混淆时辅以文字表述，如

ｎ（ＣＯ２）／ｎ（Ｈ２Ｏ）表述为“ｍｏｌ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Ｏ２／Ｈ２Ｏ”及传统表示

相差较大，且较麻烦。鉴于地质学中，最常用的物理量是质

量，且传统上“ｐｐｍ”、“ｐｐｂ”及现今的“×１０－６”等默认的均是

质量分数，为了简洁而又不至于产生混淆，笔者等建议暂时

采用折衷办法，即若为质量，则仍以元素符号或分子式直接

表示，若为任何其他量，则采用国家标准表示法。即，ＳｉＯ２、

Ｎａ２Ｏ／Ｋ２Ｏ、Ｌａ／Ｃｅ等均表示质量数或质量比［即分别相当于

ｗ（ＳｉＯ２）、ｗ（Ｎａ２Ｏ）／ｗ（Ｋ２Ｏ）、ｗ（Ｌａ）／ｗ（Ｃｅ）］。而

ｎ（２０７Ｐｂ）／ｎ（２０４Ｐｂ）、ｎ（Ｎａ）／ｎ（Ｋ）则表示比值的计算是以ｍｏｌ

为单位，ｎ（ＣＯ２）表示ＣＯ２物质的量。Ｖ（ＣＨ４）表示ＣＨ４的体

积。所以对于同一样品，Ｎａ／Ｋ与 ｎ（Ｎａ）／ｎ（Ｋ）的数值是不

一样的。

５　“万”、“亿”的使用及约数的表达

现在有人提倡单位尽量用拉丁符号，数字尽量用阿拉伯

数码，有些期刊中出现了“３万ｔ”、“５．６亿 ｍ３”、“数十 ｋｍ”、

“２０多年”、“３万多”等，很是别扭。笔者认为，这不符合汉

语习惯，应当属于不得体，应当避免。笔者建议，表示约数时

应当直接用全汉字表达，如，数十千米、二十多年；而万、亿

等汉语“词头”在科技论文中，最好改用适当的 ＳＩ词头，如

“３０万ａ”改用“３００ｋａ”或“０．３０Ｍａ”；若无法改为 ＳＩ词头，

则后面的单位应当用汉字，如３万吨、５．６亿立方米。

６　顿号和句号

有些期刊在中文的行文中，元素符号、阿拉伯数码等后

该用中文顿号的地方均用逗号，甚至将中文句号均换成了英

文的句点（《ＧＢ／Ｔ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标点符号用法》说“句号还有

一种形式，即一个小圆点‘．’”）。笔者认为，前者不符合汉

语的习惯，在汉语大环境中，应当执行汉语的语法，应当纠

正。后者，绝非明智之举：在汉语文章中用点号而不用小圆

圈至少有两大弊端，一是，点号与汉字相比，太小，使句号不

醒目；二是，在科技文章中常常已经有了很多点号，如小数

点、缩写点，若将句号改为点号，则可能发生混淆，至少使缩

写点、小数点不醒目。

７　图表中单位的表示

现行国家标准（《ＧＢ３１０１－９３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

一般原则》）说明：在图表中用特定单位表示的量的数值，

可用两种方式之一表示：ａ．用量与单位的比值，如 λ／ｎｍ，

ｂ．把量的符号加上花括号，并用单位的符号作为下角标，

如｛λ｝ｎｍ，但是，第一种方式较好。

形式上，这就是将以前习惯的将单位放在量符号后的括

号中改为将单位放在斜线之后。这样，当单位中又有分式

时，我们不能写上两个或两个以上斜线，否则会出现歧义，

如ｖ／ｍ／ｓ，只好改写成负幂的形式，如速度，传统表示法只

需６个符号［ｖ（ｍ／ｓ）］，而准确的斜线表达需 ９个字符

［ｖ／（ｍ·ｓ－１）］（“ｖ／ｍ·ｓ－１”仍有歧义）。这在制图表时可

能出现麻烦：在图中，指数的字号较小，可能造成图不清晰；

在表格中，可能造成单元格的宽度不够。事实上在括号内

标明单位，除少数外，并不会出现歧义，当可能出现歧义时，

编辑可以作适当处理。如，在某些元素含量图解中，可能某

元素含量需除以（或乘以）一个倍数，如 ＧａＡｌＳｉ图解中，Ｇａ

须乘以 １００００，那么我们只须写为（Ｇａ×１００００）ＡｌＳｉ图

解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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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半字线和一字线的区别分工

半字线、一字线及波浪线的用法，有关工具书中均不很

清晰，各期刊用法各异。在《ＧＢ／Ｔ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标点符号用

法》中称为连接号：“连接号的形式为‘－’，占一个字的位

置。连接号还有另外三种形式，即长横‘———’（占两个字的

长度）、半字线‘－’（占半个字的长度）和波纹‘～’（占一个

字的长度）”。从其所举的例子看，这一标准是将这几种线等

价对待的，并未对它们进行区别和分工。已有多位同行对其

用法进行了探讨［５～８］，但认识仍有很大不同。

笔者认为，对它们进行区别和分工是有必要的，这样可

以使一些表达更明确，避免一些不得体。

首先，与前述几位同行的主体认识大体一致，笔者建议：

（１）波浪线用于且仅用于连接两基数数值或序数数码，表示

范围，如：３％ ～１５％，１９７８～２００９年，３～６月份，－１３‰ ～

－８‰，公元前２２１～公元前１９８年，零下１９～零下８℃（这里

“公元前”和“零下”相当于负号）。一来可以明确“范围”这

一内涵，另外，也可避免当数值为负数时，负号与直线型连接

号相连造成的不美观。但尽管是阿拉伯数码，若既非基数数

值也非序数数码，则仍按一般字符对待。（２）废除两字线作

为连接线的资格，两字线仅作为破折号，以免混淆。（３）增

加箭号作为连接号，附加表示方向的含义。

其次，前述几位同行对半字线与一字线的区别和分工恐

仍难以让一般读者和作者明白。笔者认为应当给出简明的

区分标准。

在科技论文中，常常中西文混排，我们不能再区分中文

的半字线、一字线、破折号与西文的连字符（ｈｙｐｈｅｎ）、短划线

（ｅｎｄａｓｈ）和长划线（ｅｍｄａｓｈ）。假若再设法区分这些线的用

法就使问题更为复杂了，而按定义，这６种线在长度上是有

差别的。笔者认为，在汉语的大环境中，应当统一按汉语语

法，用汉语的标点符号。

半字线应当是源于西文的连字符，因此在汉语中应当较

少使用。除仪器型号、样品编号等的字母、数字之间用半字

线外，半字线仍只用来组成新词，如吐哈盆地（全称为吐鲁

番—哈密盆地）、郯庐断裂（全称为郯城—庐江断裂）、ＵＰｂ

年龄、ＫＡｒ年龄等，而将两者等价地联合，连接号前后的文

字并无含义改变，并不形成新词时，则均用一字线，如水—岩

反应、壳—幔边界等；表示起止的，如寒武系—奥陶系、郯

城—庐江断裂；表示组成的长石—石英组合等。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即汉字间的半

字线是可以省掉的（正象西文中合成新词为大家熟知后成为

固定新词一样，可以省去连字符），而一字线是不能省略的。

如郯庐断裂、吐哈盆地、钾氩年龄等均是正确的；而“寒武系

奥陶系”、“郯城庐江断裂”、“长石石英组合”则明显不妥了，

因为这里的一字线是有其语法意义的。

有些情况下，若不用一字线而用半字线，则将很不得体

或有歧义，如地层学中化石带常由多个化石种组成，而种名

是由两个或３个单词构成，如：“义县阶底部及尖山沟层相

当层位中有 Ｃｙｐｒｉｄｅａ（Ｃｙｐｒｉｄｅａ）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ａ

ｄａｂｅｉ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Ｄｊｕｎｇａｒｉｃａｃａｍａｒａｔａ（辽宁女星介—大北沟燕

山介—拱准噶尔介）组合带”［９］，如果将一字线写成半字线，

则 成 为： “Ｃｙｐｒｉｄｅａ（Ｃｙｐｒｉｄｅａ）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ａ

ｄａｂｅｉ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Ｄｊｕｎｇａｒｉｃａｃａｍａｒａｔａ（辽宁女星介大北沟燕山

介拱准噶尔介）组合带”，则将产生歧义：可能误认为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ｅｎｓｉｓ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ｎａ”和“ｄａｂｅｉｇｏｕｅｎｓｉｓＤｊｕｎｇａｒｉｃａ”为由

连字符构成的新词。

９　华人人名英译

华人人名英译可以遵守的国家标准应当是《汉语拼音方

案》和《ＧＢ／Ｔ１６１５９－１９９６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笔者不赞成在双字人名中间加短横。汉族等的双字人

名与双字或多字的地名一样，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汉语拼音

方案》是不要求在一个词的内部加空格或分隔符的（除非后

一音节以元音字母开头，且可能与前面的音节相拼而产生混

淆时加分音符，如“姬书安”，应为“ＪＩＳｈｕ’ａｎ”，不应当写成

“ＪＩＳｈｕａｎ”、“ＪＩＳｈｕ’ａｎ”或“ＪＩＳｈｕａｎ”，“陈孟莪”应为

“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ｅ”，不应当写成“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ｅ”“ＣＨＥＮ

Ｍｅｎｇ’ｅ”或 “ＣＨＥＮＭｅｎｇｅ”。而有些词中，虽后一音节以元

音字母开头，但不可能混淆时，仍不应加分音符，如陈兆安—

ＣＨＥＮＺｈａｏａｎ、徐加恩—ＸＵＪｉａｅｎ等，及地名淮安—Ｈｕａｉａｎ，

惠安—Ｈｕｉａｎ，潮安—Ｃｈａｏａｎ）。但对台港澳和海外人士，依

照名从主人原则，愿意加短横的可不反对。

笔者更不赞成将姓放在名之后，因为这不符合汉民族的

习惯。但为了避免分不清姓与名，建议在英文摘要和目录

中，将作者的姓全大写，而名只是首字母大写。即将赵余、于

昭、诸葛亮、梁珠歌分别写为 ＺＨＡＯＹｕ、ＹＵＺｈａｏ、ＺＨＵＧＥ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Ｚｈｕｇｅ。

笔者建议，参考文献表中列华人的西文文章时，应尽量

将作者的姓、名均写全，且姓在前，名在后。这是因为，中西

方文化是有很大差异的，华人同姓者太多，往往需要靠名来

区分；而西方人同名者多，同姓者相对较少，只用姓往往就

可能区分不同作者。若将华人的名缩写，很可能更无法直接

知道这一作者是哪一位（有时写全了还不能直接知道），比如

中国的“ＫｏｎｇＸ”可能有数万人（宪字辈和祥字辈的孔家

人），姓“Ｚｈａｎｇ”的有张、章、仉，总人口已超过１亿，仅加上

一个或两个字母，远远区分不了。同样姓 Ｌｉ（李、厉、黎）、

Ｗａｎｇ（王、汪）、Ｗｕ（吴、乌、伍、武、毋、巫、邬、舞）、Ｙａｎ（严、

言、燕、颜、阎、晏、闫、鄢）等者也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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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吕，闾”等按汉语拼音方案，应当为Ｌ，但由于英

文中没有“Ｕ”上带两个点的字母，国际惯例都直接标注“Ｕ”，

所以翻译成英文就只能用 ＬＵ，与“路、陆、卢、鲁”等都一样

了，实际上华人的护照上都是这样标注的。他们在国外期刊

发表文章时也都不带两点，在一些检索系统中也查不到或

ü。所以建议在英文文章或英文摘要的署名上 “吕洪波”署

为 “ＬＵＨｏｎｇｂｏ”即可。对吕梁山、略阳等地名的处理，应请

有关部门确定。

１０　中国地名英译问题

中国地名英译问题，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少数民族地区

的地名按汉字译名再音译为英文，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

题，正确的做法是按当地发音译为英文。另一个混淆不清的

是山、河等通名是否译出的问题，同样的大别山，译法有

ＤａｂｉｅＭｔｓ．、ＤａｂｉｅｓｈａｎＭｔｓ．、Ｄａｂｉｅｓｈａｎ、ＤａｂｉｅＳｈａｎ、Ｄａｂｉｅ

ＳｈａｎＭｔｓ．。事实上，只有第一个是正确的。其基本规则是：

（１）当专名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时，专名音译，通名意译，如大

渡河—ＤａｄｕＲｉｖｅｒ，松 花 江—ＳｏｎｇｈｕａＲｉｖｅｒ，太 行 山—

ＴａｉｈａｎｇＭｔｓ．，龙门山—ＬｏｎｇｍｅｎＭｔｓ．；（２）当专名为单音节

时，将专名与其后的通名一起音译，再加上通名的意译，如秦

岭—ＱｉｎｌｉｎｇＭｔｓ．，怒江—ＮｕｊｉａｎｇＲｉｖｅｒ；（３）有极少数特定

名称完全意译或维持传统的威妥码拼法，如黄河—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珠江—ＰｅａｒｌＲｉｖｅｒ，长江—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北京大学—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致谢　成文过程中，与中国石油大学吕洪波教授进行了多次

讨论，受益匪浅，审稿专家对本文的完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

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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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科技论文引言的写作模块与常用句式


徐筠１）　娄平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８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２０１

１）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４１００７５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２２号，Ｅｍａｉｌ：ｘｕｊｕｎ＠ｍａｉｌ．ｃｓ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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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英语科技论文引言难写的现状，笔者分析了１５种工程、力学类ＳＣ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核心期刊上１５０篇
论文的引言，总结出引言“研究现状”、“指出问题”、“研究目的或内容”三大模块写作时的常用句式，供我国学者参考。

关键词　　引言　ＳＣＩ核心期刊　英语科技论文

　　引言具有总揽论文全局的重要性，通常是论文中最难写

的部分之一［１，２］。已有不少学者［１－５］对英语科技论文引言

的撰写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然而少见分析ＳＣＩ核心期刊论文

引言写作方式的文献。

ＳＣＩ收录的核心期刊（即 ＳＣＩ光盘版）约３７００种。为了

缩小研究范围，笔者选取了１５种工程、力学类 ＳＣＩ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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