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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环专业英语的中译英教学探索
殷  维  付琳莉  王天文  郝小礼 

（湖南科技大学  湘潭  411201）

【摘  要】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于我国在海外工作的土木工程技术人员的英语交流能力提出新的要求。

本文在土木工程建环本科专业用途英语授课过程中，针对 83 名建环学生，尝试加强中译英造句的

训练，并进行了调查问卷和课程前后两次翻译测试。结果显示，中译英训练能够一定程度上突破

工科学生畏惧英语表达的心理障碍，提升英文写作自信心，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对专业英文的理

解、翻译与写作水平，但是英文基础较差的学生难以适应这一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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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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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t needs the ability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 for engineers from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verify the influence through the method of translating-comparing in course of English for engineering to 

training 83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es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nglish course had been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the 

student obtained by the approach. In addition, the questionnaire was employed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relations among 13 questions. 

The results state that the method is able to overcome the fear of writing English by students and to improve their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understand, translate and write academic articles in 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students in lower 

English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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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带一路”工程建设中，英语交流成为必要

需求，另一方面，考研与出国也成为当下工科毕业

生的重要发展方向，所以如何提高工科毕业专业英

语的教学水平成为教学改革的迫切需求之一。但是，

土木工程学科的专业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Engineering，下简称“专业英语”）具有的词汇生

僻、句子结构复杂、专业知识艰深等特点，是非英

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中的难点。特别是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的专业英语，涉及传热学、热力学、

流体力学、建筑环境学、建设学等多个学科，专业

词汇量巨大、逻辑复杂，如何让学生在较短的课程

时间内掌握阅读理解、遣词造句的规律与方法，适

应本行业的工作与科研的基本要求，成为本科教学

的要点与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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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环专业英语教学现状
建环专业英语教学与公共英语教学不同，杨兰

兰（2006）指出：公共英语侧重一般性语法、时态、

句型及其日常用法，建环专业英语则偏重于一般性

英语语法在专业内容上的表达；然后，公共英语的

句子结构相对简单，专业英语中则多采用复杂的长

句，前后修饰成分较多，造成理解与撰写都有一定

难度；其次，对专业用途英语教师要求，不但要具

备较高的英语水平，而且需要丰富的工程专业知识。

工程类英语有一些固定表达习惯，需要教师在教学

过程向学生传授。

不仅仅是建环专业英语，针对非英语专业的专

业用途英语，蔡基刚等（2010，2014，2017）指出

我国专业用途英语的研究与教学水平近年来都停

滞不前，严重降低了学生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学生

在阅读科技文献时都存在明显的困难。笔者从事土

木工程二级学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此

专业主要涉及建筑热工物理、通风、空调、供暖、

制冷等行业，下文简称“建环”）的相关工作 20
年，在学术英文论文写作、国际学术交流、欧美访

学、国际工程合作中发现，国内培养的大学生、甚

至专业教师在英语写作、口头交流、阅读与表达等

方面普遍存在较大的困难，无法进行正常的交流。

针对建环专业英语的教学方法，已有多位学者

进行了探索。杨兰兰（2006）指出学生英语基本功

薄弱、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教学方法陈旧、师资不

足等问题造成教学效果差。陈世强等（2010）建议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师生互动。魏莉莉（2015）提出

专业案例加英语表达的综合能力训练方法。徐昉

（2015）对近年来学术外语研究文献的进行了综述

后，指出学术外语写作研究不足。郭燕等（2010）
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式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

的外语写作焦虑状况，发现学生的外语写作焦虑处

于中等程度，严重阻碍了学习积极性，建议教师加

强对学生的鼓励。杨贝（2006）在研究生的英语教

学调查中发现，演讲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自信心

与口语水平。吕原丽（2017）针对工科本科生缺乏

表达自信心的问题，强调通过增加学生英文 PPT
汇报，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与自信心。刘利华

（2018）检索工程类专业英语教学研究文献后发现，

全英文教学对于工科学生要求过高，效果不佳。

笔者在近十年的工程专业用途英语教学中，发

现专业英语课本一般是采用国外专业课堂教材或

学术论文中的片段，教师则在课堂上对这些课文进

行逐句讲解。这一方法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位

置，仅能够掌握一些专业词汇和短语，缺乏思考与

创造的机会，对于说、写等表达能力提高有限。文

献检索显示，王文彬（1966）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

就提出，非英语母语者仅仅通过自然学习很难学好

英语，需要通过由母语到外语的翻译训练过程来提

升英语水平。王振亚（1993）的研究显示，学生翻

译测试水平与主观写作水平之间有显著相关性，即

在我国是外语环境中（英语非母语），有必要进行

中译英训练，以促进英文写作水平。张在新等（1995）
通过翻译测试发现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高

分低能”现象，特别是真实写作能力比较差。李小

撒等（2013）则强调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扮演引

导者角色，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周玉华等

（2019）则进一步提出聚焦问题式翻译教学法，建

议压缩教师讲解时间，简化教学流程，以此提升翻

译教学效果。可以，中译英的训练是专业用途英语

教学中必不可少的，需要从翻译、写作、演讲等方

式来加强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在建环专业英语教学中，

加强中译英训练。具体方法：将英文科技文的中文

原意公布出来，让每位学生独立完成翻译；再公布

原文，让学生对比自己的翻译与原文的差异；最后

教师详细讲解其中的语法与词汇。这一教学方法主

要优点：首先，让学生克服恐惧心理，释放其表达

的勇气；第二，让学生有一个逻辑思考的过程，并

有条理通过英文表达出来；第三，翻译完成后，对

比观察自己的英文表达与专业英文表达之间的差

异，并改进自己的英文表达。这一过程模拟了来自

母语者的反馈（戚焱 2004），在对比中深刻理解

中文与外文表达的逻辑、语序、语法、习惯等核心

信息的区别。

为了分析教学效果，本文课程前后设置了两次

测验，并在课程结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

2  授课过程与研究方法
2.1  授课过程

授课时间为 2019 年上半年，授课对象是 2016
级（大学本科三年级第二学期）建筑环境与能源应

用工程的 3 个班的 83 名本科学生。建环专业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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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授课时间为 24 个课时。第一堂课开始前，

先进行了一次中译英测试。在前 22 个课时中，每

两个课时的最后 25 分钟的进行中译英造句及对比

练习；每两个课时一次 15 分钟演讲练习，安排 3
位学生，每人 4 分钟。全部课程结束时进行调查问

卷与中译英水平测验，采用相关性分析进行效果评

测与分析。

2.2  调查问卷的设置方法

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 至 4 题）用

于评估被调查学生的公共英语水平、建环专业知识

基础。第二部分（5-13 题）用于评估受访者对本教

学方法的评价。第三部分（第 14 题）让学生填写

的具体建议与意见。为了获得真实客观的评价，所

有与测试与问卷不记名，问卷见附录 1。
2.3  问卷分析方法

首先，采用王初明等（2010）所使用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法（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进行

分析，按照水平或效果由强到弱的顺序，将所有选

择题答案按 A、B、C、D 的顺序记为 4 分、3 分、2
分、1 分。相关系数在-1 到+1 之间变化，r 越接近

1，表示两组数正线性相关性越强（同增同减），r
越接近-1，表示两组数负相关性越强。此外，显著

性参数 p 在 0 与 1 之间变化，越接近 0 相关性越显

著，一般要求小于 0.05，两组数据的相关性才有显

著性意义。

2.4  两次翻译测验

为获得本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在授课之初和

结束时的分别进行中译英测试，考题见附录 2、附

录 3。测试中给出部分生僻的专业词汇，以降低翻

译难度。

3  问卷结果与分析
发出问卷 83 份，收回有效问卷 83 份。经过统

计，各个选项的分布百分比如表 1 所示，百分数保

留到个位。

表 1  教学效果调查问卷结果

Table 1  The questionnaire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英语基础与专业基础 教学前后效果对比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选项

题号问题

类型
英语

基础

演讲

基础

写作

基础

专业

水平

词汇

基础

词汇

进步

阅读

基础

阅读

进步

演讲

难度

演讲

进步

翻译

基础

翻译

进步

课程

收获

A 1% 4% 4% 5% 4% 0% 4% 8% 5% 18% 0% 5% 18%

B 11% 78% 86% 47% 40% 51% 31% 52% 54% 40% 22% 60% 47%

C 58% 18% 8% 40% 29% 42% 62% 37% 27% 27% 63% 34% 29%

D 30% 0% 2% 8% 28% 7% 4% 2% 14% 8% 16% 1% 5%

3.1  受试学生的公共英语基础与本专业水平（1-4
题）

如表 1 所示，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425 分以

上）或通过雅思考试 6.5 分以上等更高级别英语测试

的人数仅占 12%，通过四级（425 分以上）人数点

58%，四级未通过人数占 30%。可见，受试学生的公

共英语水平与一般认知中的工科生平均水平。

学生中认为自己能够进行流利表达不到 4%，

简单英文表达的占 78%，而无法表达占到 18%。在

课程进行中的演讲练习显示，大部分学生还是能够

用简单进行基本表达，但流利表达的学生非常少，

与这一调查数据基本相符。

在英文写作方面，认为自己能够随意写作仅不

到 4%，能够完成四六级等考试作文的学生高达

86%，无法写作的学生为 10%。可见，由大学四、

六级等应试考试为目标的大学教学方法，促使学生

能够完成“应试作文”的撰写。但学生的专业英文

的翻译水平仍然未知。

土木建环专业基础课——流体力学、传热学、

热力学与建筑环境学——学习情况摸底显示，87%
处于良（75～84）和中（60～74）的水平，处于普

遍认知中建环本科生的平均水平。

3.2  教学前后效果对比（5-13 题）

针对词汇水平，课程开始前的中译英测试显示，

4%的学生认为专业词汇很容易，40%的学生认为难

度一般，同时 29%的学生感觉到吃力，剩余 28%认

为难以理解。在课程完成后，51%的学生感到掌握

了一些专业词汇，42%认为掌握了少许，7%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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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学到。说明本教学法，对于专业词汇传授有

一定效果。

对于专业课文的阅读与理解，课程开始前有

4%的学生认为很容易，31%的被测者认为有一定难

度，62%认为吃力，4%认为完全无法理解。可以看

出，工程类专业英语由于专业词汇晦涩，加之艰深

的专业知识，理解的难度是比较大的。经过本课程

的学习后，认为阅读理解比较容易的学生上升至

8%，认为中等难度的人数比例上升到 52%，认为

吃力的下降至 37%，完全无法理解则减少到 2%。

以上前后两组数据显示出，中译英对比法对学生的

专业英文的阅读理解能力有明显提升。

针对英语演讲的掌握，开课前 5%的学生表示

能够轻松应对，54%认为难度一般，27%认为吃力，

14%的学生感到无法开口。经过课堂演讲的训练后，

18%的人认为收获很大，40%认为有收获，并明显

增强信心，27%表示收获一般，但增加信心，仅有

8% 认为没有收获。两组数据对比显示，英语演讲

能够明显增加学生英语表达的勇气与自信心，这与

参考文献[10]的结论是相似的。

在课程开始前，没有学生认为中译英很轻松，

22%的学生认为难度一般，高达 63%的学生认为比

较吃力，16%则表示无法完成。经过中译英的训练

后，5% 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轻松完成翻译，认为

难度一般的学生人数上升 60%，仍有 34%的人感到

吃力，无法完成的人下降至 1%。前后两组数据对

比表明，中译英训练能够明显提升学生的自信心。

在学生对本课程的总体评价中，18%的人认为

收获很大，47%有一定收收获且增加自信心，29%
收获一般但明显增加自信心，5% 表示无收获。可

见，这种教学方法受到大部分学生的欢迎。

3.3  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挖掘调查问卷中各组问题中的隐

藏信息，本文采用文献[16]的量化打分方法，将按

程度由大到小的方式，把回答选项中 A 至 D 分别

赋值为 4 至 1。然后，采用文献[14]所使用的皮尔

逊相关系数法进行分析，将 13 组回答数据依次进

行两两对比，计算获得的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问题之间的相关性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every two question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问题

相关系数

题号

英语

基础

演讲

基础

写作

基础

工程

基础

词汇

基础

词汇

进步

阅读

基础

阅读

进步

演讲

难度

演讲

进步

翻译

基础

翻译

进步

课程

收获

与 13 的相关系数 -0.03 0.05 0.15 0.09 0.44 0.28 0.26 0.30 0.23 0.47 -0.08 0.23 1.00

与 12 的相关系数 0.41 0.39 0.11 0.10 0.56 0.41 0.51 0.41 0.13 -0.02 0.19 1.00 0.23

与 11 的相关系数 0.54 0.39 0.24 0.21 0.16 0.06 0.04 0.11 -0.04 -0.14 1.00 0.19 -0.08

与 10 的相关系数 -0.18 -0.04 0.08 0.01 0.23 0.21 0.13 0.00 0.55 1.00 -0.14 -0.02 0.47

与 9 的相关系数 0.19 0.20 0.09 0.16 0.27 0.20 0.22 0.19 1.00 0.55 -0.04 0.13 0.23

与 8 的相关系数 0.38 0.37 0.09 0.09 0.52 0.41 0.59 1.00 0.19 0.00 0.11 0.41 0.30

与 7 的相关系数 0.36 0.27 0.17 0.27 0.69 0.56 1.00 0.59 0.22 0.13 0.04 0.51 0.26

与 6 的相关系数 0.29 0.23 0.19 0.18 0.57 1.00 0.56 0.41 0.20 0.21 0.06 0.41 0.28

与 5 的相关系数 0.39 0.26 0.23 0.35 1.00 0.57 0.69 0.52 0.27 0.23 0.16 0.56 0.44

与 4 的相关系数 0.30 0.22 0.33 1.00 0.35 0.18 0.27 0.09 0.16 0.01 0.21 0.10 0.09

与 3 的相关系数 0.15 0.29 1.00 0.33 0.23 0.19 0.17 0.09 0.09 0.08 0.24 0.11 0.15

与 2 的相关系数 0.60 1.00 0.29 0.22 0.26 0.23 0.27 0.37 0.20 -0.04 0.39 0.39 0.05

与 1 的相关系数 1.00 0.60 0.15 0.30 0.39 0.29 0.36 0.38 0.19 -0.18 0.54 0.41 -0.03

在表 2 中，深红色底色且字体加粗部分表示相

关系数在 0.6 以上，属于强相关；浅红色底色表示

相关系数处于 0.4 至 0.6 之间，属于中等相关，其

余数据都是 0.4 以下的数据表示弱相关。从表 2 中

可以发现：

（1）第 12 题“翻译进步”与第 1 题“英语基

础”的相关系数为 r=0.41，显著性 p<0.01（下文将

简写为 r=0.41，p<0.01）。即，学生认为自己翻译

水平在这一训练中有进步，与该生原来的英语水平

是中等相关的，这表明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生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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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为中译英训练法能够促进其翻译水平的提高；

（2）第 12 题“翻译进步”与第 5 题“词汇基

础”的相关系数为（r=0.56，p<0.01），与第 6 题“词

汇进步”的相关系数为（r=0.41，p<0.01），这显

示出专业词汇的掌握比较好的学生认为本课程能

够促进其翻译水平的提高；

（3）第 12 题“翻译进步”与第 7 题“阅读基

础”的相关系数为（r=0.51，p<0.01），与第 8 题“阅

读进步”的相关系数为（r=0.41，p<0.01），这显

示出，阅读水平比较高的学生认为本课程促进其翻

译水平的提高。

以上三点可见，中译英对比法受到原有英语基

础较好的学生欢迎。此外在表 2 中还有以下发现：

（1）第 13 题“课程收获”与第 10 题“演讲

进步”的相关系数为（r=0.47，p<0.01），说明学

生认为演讲训练的收获比较大；

（2）第 1 题“英语基础”与第 2 题“演讲基

础”的相关系数是（r=0.60，p<0.01），即英语基

础好的同学演讲水平比较高，这符合常识；

（3）第 5 题“词汇基础”与第 7 题“阅读基

础”的相关系数（r=0.69，p<0.01），与第 8 题“阅

读进步”（r=0.52，p<0.01），与第 12 题“翻译进

步”（r=0.56，p<0.01），与第 13 题“课程收获”

（r=0.44，p<0.01）。这说明专业词汇直接影响到

学生的阅读、翻译与课程收获，这反应出专业词汇

在专业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这与常识相吻合，没

有词汇基础，无法阅读与理解专业文献。

3.4  学生具体评价与建议

在“中译英对比法”的具体评价与建议中，学

生的正面评价有：“中英文互译的形式能够加强句

子的处理与表达”、“对自己的语序表达和外国人

表达进行了对比，有明显收获”、“感受到了差异

也体会到了翻译的核心所在”、“对英语有一定提

升，可以推广使用”、“通过对比翻译差异来提高

英语翻译地道化”等。

负面评价有：“对于英语基础过关的同学可以，

但基础很差的同学就很艰难”、“对于基础不好的

同学没有太大作用”、“英语底子差，理解起比较

吃力”等。可见中译英的练习容易受到基础较差的

学生的反感。

学生建议有：“加强词汇讲解”、“词汇不熟

练”等。可以看出，专业词汇仍然是主要难点之一，

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加强。

通过学生的评价和建议进行辨识与归类，对中

译英对比法肯定的评价占 92%，反对评价有 8%。

这与上一节问卷调查的相关性分析结论一致，一定

程度上形成交叉验证。此外，24%的学生认为教学

过程轻松愉悦，说明此方法一定程序上降低了课程

的枯燥性。

4  课程前后测验成绩对比
在课程开始前进行了第一次测验，内容为一句

话的中译英，如附录 2 所示。结果显示仅有 23%的

人能够无错误或少许错误的情况下的完成了整句

翻译，63%的学生有比较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完成了

句子，14%无法动笔。这与调查问卷结果表 1 中第

11 题的统计百分比相近，形成互相印证。

在课程结束后，进行了第二次测验，一段话的

中译英，如附录 3 所示。统计显示，能够在无错误、

少许错误的情况下翻译成英文的学生上升至 59%，

25%的学生在有一些错误的情况完成了句子，无法

动笔的学生仍然有 13%，变化不大。

前后两次测验对比显示出，翻译教学法对于英

语基础好的建环本科生效果明显，对于基础差的学

生效果不明显。

5  建环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反映出语言现象

与分析
在课程训练与测验中，笔者还发现建环大学生

用英文表达时，在表达逻辑与语法上有一些共性特

征与问题，值得建环英语教学人员与翻译研究者分

析与讨论。

主动态与被动态的选择。在专业领域英语，有

些表达习惯于主动态，有些习惯于被动态，有时交

替使用，并没有严格的正确与错误，只是逻辑与习

惯问题。专业技术领域的逻辑与英文表达，仅仅依

靠语法是很难地道的表达学术内容，有时需要了解

国外在该领域的逻辑与习惯。

各种近义词的区分与使用。例如测验中翻译

“这有可能限制了某些材料的使用”，其中动词

“限制”，有学生使用“limit”、“confine”、

“constrain”，原文则使用“preclude”。这些词语

的选择没有对错，只是习惯、约定或作者的表达喜

好。又如，名词“区别或差异”在专业英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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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diversity” 、“discrepancy” 、

“distinction”等用词，非常接近，但又有一些细

微差异或习惯区别。

定语或所有格等修饰语。如“工作人员进行操

作与保养时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水平”，原文为

“Safety and comfort levels for operators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 很 多 学 生 翻 译 为

“Operators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s safety and 
comfort levels”的形式。在课程练习中，也多次出

现学生使用’s 的所有格结构，这显然源于汉语的表

达习惯。

主谓结构一致性问题。一方面，很多学生容易

忘记主语在第三人称单词时，谓语动词要加 s。另

一方面，有一些专业术语本身的单复特征不明确，

造成国人的理解困难。比如The temperature（温度）

做主语时，一般情况理解为单词，即一个温度值，

但有时又表达一个温度范围，具有复数特征，其单

复数取决于上下语境、逻辑性等因素。

情态动词与副词的混淆。在训练与测验中，多

位学生出现情态动词 may（可能）与副词 maybe
（有可能）的错误使用。例如中文为“它能够保

护……”，被学生翻译为“It maybe protect…”。

这暴露出部分学生的在基本语法知识上的不扎实。

6  结语
以往的建环专业英语教学，普遍采用的讲解专

业词汇与课文的常规模式，造成学生被动接受、参

与度不高、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本文则尝试增加

中译英训练、再对比原文的教学法，促使学生动脑

筋、动手写、分析对比、挖掘自身英文写作的不足

之处，进而改进提高英文写作水平的目的。通过对

土木工程建环专业 83 名学生的教学实践、翻译测

验与问卷调查，主要结论如下：

（1）问卷调查显示，中译英对比法受到大部

分学生的欢迎，能够提高学生中译英的兴趣与自信

心；

（2）测验成绩显示，中译英的训练能够促进

学生的动笔，提高学生翻译能力；

（3）此教学方法受到基础较好学生的欢迎，

但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效果不明显。

本文也存在局限性，结论仅仅基于一届三个班

83 名学生的调查结果，问卷与测验都是初次尝试，

尚存在一些不足。这些问题都将在今后的教学中进

一步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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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Appendix 1: Questionnaire on Teaching Effectiveness

土木建环专业英语“翻译对比法”教学调查问卷

以下问题不记名，没有对错，请同学们如实回答，在右侧填写答题卡：

1、本人英语基础水平?

A、雅思 6.5 以上或更高英语水平考试；B、6 级；C、4 级；D、4 级以下

2、课程开始前，英语演讲水平。

A、流利表达；B、简单表达；C、能说几句；D、无法表达

3、课程开始前，英语写作水平。

A、随意写作；B、简单写作水平（如应对英文考试写作）；C、能写几句；D、无法写作

4、专业基础课流体力学、传热学、热力学、建筑环境学的学习情况。

A、优（平均分 85 以上）；B、良好（平均分 75-84）；C、一般（平均分 60-74）；D、差（平均不及格）

5、课程开始前，感觉专业词汇难度如何？

A、容易；B、中等；C、吃力；D、难以理解

6、经过课程学习，是否掌握更多专业词汇？

A、掌握比较多；B、掌握了一些；C、掌握了少许；D、基本没学到

7、课程开始前，对课文原文的理解，感觉难度如何？

A、容易；B、中等；C、吃力；D、完全无法理解

8、本课程学习后，对课文原文的理解？

A、容易；B、中等；C、吃力；D、完全无法理解

9、本课程学习中的英语简短演讲，感觉难度如何

A、轻松应对；B、中等可接受；C、吃力；D、无法完成

10、英语简短演讲练习后，感觉如何？（如何上题选 E，此题不用回答）

A、收获很大，增加了口头表达的信心；B、有收获，增加信心；C、收获一般，增加信气；D、没有收获

11、课程开始前，整句中文翻译英语，感觉难度如何？

A、轻松应对；B、一般；C、吃力；D、无法完成

12、通过课程“中译英”对比法训练，感觉翻译难度？ 

A、轻松应对；B、一般；C、吃力；D、无法完成

13、经过中译英对比法的练习，有何收获？

A、收获很大，增加英文写作的信心；B、有收获，增加了信心；C、收获一般，增加信气；D、没有收获

14、对于本课程所使用的“翻译对比法”的感受与建议。（直接填写在下方）

回答：

附录 2：课程开始前的翻译测试

Appendix 2: Translation test before the course

中文：流体宏观运动引起的传热现象被称为热对流。

原文：The phenomenon of heat transfer by the macroscopic of fluid is called heat conv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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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课程结束后的翻译测试

Appendix2: Translation test after the course

中文：不管用什么热媒，供热用的温度与压力不应高于满足用户需求的温度——不能过分强调过高的温度。过高的温度与

压力需要额外的工程与布管来避免热损失。工作人员进行操作与保养时的安全性与舒适性水平，同样得益于低温与低压。

过高的温度需要提高管道与配件的具有更高压力等级，而且有可能限制了聚氨泡沫保温材料等非金属管道材料的应用。

原文：Regardless of the medium used,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used for heating should be no higher than needed to satisfy 

consumer requirements; this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 High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equire additional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 to avoid higher heat loss. Safety and comfort levels for operators and maintenance personnel also benefit from low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Higher temperature may require higher pressure ratings for piping and fitting and may preclude the use of 

material such as polyurethane foam insulation and nonmetallic conduits.

                                                                                                           

（上接第 628页）

学习活动，提供帮助和指导，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认

知工具，使课程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最

终打造成为“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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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4号楷体, 英文 5号(Times New Roman)。工作单位: 中文小 4号楷体,英文小 5号(Times New Roman)。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内容:中文为

小 5号宋体和英文为小 5号(Times New Roman)。中英文各关键词间均用分号连接。正文:5号宋体。

4.3 章节编号

文中各级标题采用阿拉伯数字分 3级编序,且一律左顶格排版,标题编号从 0开始,即引言的编号为 0。一级标题为小四黑体，形如 0,1,2,3,…

排序; 二级标题为五号宋体，形如 1.1,1.2,…排序; 三级标题为五号宋体，形如 1.1.1,1.1.2,…排序。  

4.4 图表及公式

图表名: 中文小 5号黑体, 英文为小 5号加黑(Times New Roman);文中表格一律使用三线表(不画竖线,横线仅保留顶线、底线及栏目线)。图的

尺寸尽可能小, 以能看清楚为准; 表中字体用小 5号;公式按出现顺序编号:(1)、(2)、(3)……图表名称应中英文对照。

4.5 物理量和计量单位

文稿正文(含图、表)中的物理量和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

4.6 基金说明和第一作者简介

小 5号宋体,置于第 1页下方。包括: 基金说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及所在单位。

4.7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表于文后, 表上以“参考文献”居中排作为标识; 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 如

[1],[2],…, 以与正文中的指示序号格式一致。每一参考文献条目的最后均以“．”结束。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a.连续出版物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b.专著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

题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c.论文集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C]．主编．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

止页码．d．学位论文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e．报告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

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f．专利文献　[序号] 专利所有者．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发布日期． g．国际、国家标准　[序号] 标准

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h．报纸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i．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文献类型/载体类型]．电子文献的出版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  日期(任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