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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收录于 CNKI 的 1988—2016 年间 631 篇“计算机辅助翻译”相关文章，通过相关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

网络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对教学、翻译技术和翻译软件及其应用三个研究主题做了归纳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计

算机辅助翻译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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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辅助翻译发展历程

计算机辅助翻译(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以

下简称 CAT) 的研究在国外起步较早． 1946 年，美国

科学家 Weaver 发表了一份备忘录，首先提出利用计

算机进行翻译的构想，紧接着大批机器翻译研究机

构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下纷纷涌现，机器翻译方

面的学术研究蓬勃发展． 但是，1966 年美国语言自

动处理咨询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应停止对

全自动机器翻译研究的资金投入，转而建议开发译

员使用的机器辅助工具，CAT 才成为另一个研究的

分支． 1980 年，Kay 提出了“译员工作站 /台”的概念

和“译员抄写员”的概念［1］． 同一时期，Melby 提出了

设计多层次双向交互式的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的思

想［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语料库等新兴

方法的出现以及翻译市场对于翻译效率的要求越来

越高，CAT 借鉴机器翻译方法加强翻译记忆库和术

语库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国最早在二十世纪初由各大学进行研发构建

了翻译语料库． 早在 1957 年，机器翻译就已经被列

入了国家《科学发展纲要》，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最后

十几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才进入中国大众的视

野以及我国不断深入全球化浪潮，本地化翻译需求

越来越多，计算机辅助翻译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

2 计算机辅助翻译介绍

计算机辅助翻译是一套人机协作的系统，计算

机作为辅助译员的工具，可以协助译员在处理翻译

重复率较高的翻译工作时提高翻译效率，保证翻译

质量、优化翻译流程． 其中翻译记忆是计算机辅助翻

译的最核心部分． 翻译记忆库在开始之初为零，随着

不断学习和存储，变得越来越“聪明”，效率越来越

高． 此外，翻译记忆库还能够实现共享，并将语言技

术和系统相结合，对于工程性翻译的翻译项目管理

等模块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单的翻译流程如图 1 所示: 用户利用已有的

原文和译文，以句子为单位进行双语对齐，建立起一

个翻译记忆库，在翻译过程中，系统将自动检索翻译

记忆库的翻译资源，如果记忆库中有与原文完全匹

配的译文则直接输出译文，如果记忆库中没有与原

文完全匹配的译文，则会自动匹配相似程度较高的

译文给出参考译文，译者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修改

参考译文．

图 1 简单的翻译流程图

02

DOI:10.19789/j.1004-9398.2017.06.005



第 6 期 姚运磊等: 国内计算机辅助翻译综述

3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

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

术语，能够鲜明而直观地表述文献论述或体现文章

主题． 因此，从关键词入手是快速跟踪某一领域研究

现状的一个捷径．
笔者分别将关键词设为“电脑辅助翻译”“机

辅翻译”“机器辅助翻译”“辅助翻译”“计算机辅

助翻 译”进 行 检 索，在 CNKI 精 确 匹 配 检 索 出

1988—2016 年间 631 篇文章，并借鉴 CNKI 的计量

可视化分析等工具做了进一步统计分析结果． 检

索结果统计如表 1 所示，具体文章篇数和年份统

计如图 2 所示． 笔者发现 CAT 主要受到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的支持，其文章数量从 2012 年开始呈现飞跃式

增长，2012 年—2016 年的研究总量占据了总研究

的 58. 6% ． 从 研 究 层 次 来 看，基 础 性 的 研 究 占

52. 2% ，主要集中于中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

和计算机软件及其应用三大学科． 从作者分布来

看，北京 师 范 大 学 的 王 华 树、山 东 师 范 大 学 的 徐

彬、北京大学的俞敬松以及厦门理工学院的余军

较为活跃，文章产量都在 5 篇以上．

表 1 检索结果统计

关键字
电脑辅
助翻译

机辅
翻译

机器辅
助翻译

辅助
翻译

计算机
辅助翻译

合计

文章篇数 1 篇 10 篇 18 篇 23 篇 579 篇 631 篇

图 2 文章篇数和年份统计图

“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 图 3 )

可以反映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展现文章主题

之间的关系，揭示文章的内在联系，能够帮助研究者

从整体上把握 CAT 的研究概况． 图中的节点代表关

键词，节点越大代表相关研究的数量也就越多． 连线

代表节点之间的相关度，数字的数值越大，线条越

粗，相关度越高．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机器翻译”
和“翻译教学”是 CAT 研究的中心节点． 其中，“翻

译教学”还有“翻译硕士”和“课程设置”的专门研

究．“机器翻译”又延伸出“翻译记忆”和“语料库”
两个相关度较高的重要节点，而这两者却又是 CAT
技术的核心． 两大中心节点又有“翻译软件”“翻译

技术”等交叉结点，这些交叉节点又扩展至诸如“本

地化”“翻译能力”“术语库”等具体应用领域的外围

节点． 笔者按照教学、翻译技术和翻译软件及其应用

三个 主 题，去 除 无 法 归 类 的“计 算 机 辅 助 翻 译”
“CAT”“翻译”三个关键词，对文章中出现频数为

10 次以上的关键词做了归纳统计( 表 2 ) ，并分别就

这三个方面做了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 CAT 的未来

研究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
3. 1 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

CAT 的研究涵盖硕士、本科和高职院校三个培

养层次． 硕士层次的研究较多，如钱多秀从 CAT 发

展史、CAT 原理、CAT 工具等八个方面对 CAT 教学

作了系统性分析和思考［3］． 严杰和李婷比较了国内

外 高 校 的 翻 译 硕 士 (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以下简称 MTI) 培养方案在培养目标、
培养方式、实践环节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主张重视

现代化技术在翻译中的应用［4］，为深化翻译硕士改

革以提高人才质量提供了参考． 此外，北京大学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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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 2 不同研究主题关键词频数统计表
研究主题 关键词 出现频数 小计 百分比

教学

技术

软件应用

总计

CAT 教学 18
课程设置 14
翻译教学 34
翻译硕士 11
翻译能力 13
翻译记忆 53

术语库 11
语料库 23

机器翻译 61
翻译技术 19
CAT 软件 14

应用 12
信息技术 10

本地化 11
翻译软件 12

316

90 28. 40%

167 52. 80%

59 18. 70%

总计 100%

语言信息工程系，率先招收 CAT 专业硕士，俞敬松

详细介绍了 CAT 方向工程硕士培养计划，培养面向

新世纪的语言服务人才［5］． 本科培养上主要是大学

英语教育的改革，如王玉钰认为翻译人才的培养不

只是外语专业或翻译专业的专利，大学英语教学同

样可以承担起培养翻译人才，尤其是技术翻译人才

的任务［6］． 大学英语教学也要纳入 CAT 技术课程，

扩大 CAT 课程的学生覆盖面． 高职院校 CAT 人才

培养的研究寥寥无几，王雪飞( 2015 ) 从业界市场需

求角度出发，提出高职院校要注重教授 CAT 翻译软

件的实际操作，为社会输送专业化、职业化以及技能

化的翻译人才．
从课程设置来看，国外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的不

少大学都很重视教授翻译技术的使用，但我国内地

的高校所开设的翻译课程很少涉及翻译新技术的使

用［7］． 在教育部公布的 MTI 培养课程设置中 CAT 课

程只是选修课程［8］，课程重点都放在文学翻译的教

学上． 而在欧美高校中 CAT 课程早已纳入必修课，

且开设了与术语管理工具、本地化等相关的课程完

善学科建设，构成 CAT 课程体系［9］． 内地高校结合

翻译技术趋势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对口译、笔译课

程设置作了研究思考． 如宋新克( 2012 ) 把综合考虑

学科类和活动类两类 CAT 课程，介绍了郑州成功财

经学院基于应用型翻译人才的课程目标的 CAT 课

程设置． 杨振刚( 2015) 主张本科 CAT 课程应翻译技

术与翻译实践并重，课程设置上要以实用性为导向，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开设适合本专业的有特色的

CAT 课程和项目实践．
从教育活动来看，CAT 的研究第一是对教育者

的研究，如王华树、俞敬松 ( 2010 ) 介绍了北大软件

与微电子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北大计算语言研究所

对创建 CAT 教学环境的支持还有 CAT 教师面临的

压力和挑战． 第二是对受教育者的研究，如蒋春香

( 2016) 发现 CAT 词库和记忆库在提升学生外语阅

读能力方面独特效果，可以大大缩减学生的英语阅

读时间，并让学生掌握了更多的阅读技巧． CAT 技

术对译者提供了帮助和参考，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

中仍然居于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能动性和为我

性［10］． 第三是对教育影响的研究，如张婷婷、崔建明

( 2012) 等人提出了网络实验室教学、课外网上学习

组、建设在线翻译资料库等新的教学模式的构想． 运

用网络化的翻译教学工具和教学平台，通过专门的

可实时共享的作业库和翻译案例库辅助教学． 让翻

译课堂教学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由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

者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11］．
3. 2 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

CAT 起源于机器翻译，与机器翻译有着密不可

分的联系． 所以 CAT 技术类的研究首先集中在 CAT
与机器翻译的理论研究． 如邵艳秋介绍了机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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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历程，以及同机器翻译相关的一些重要术语

概念，包括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基于实例的机器翻

译，统计机器翻译以及计算机辅助机器翻译． 翻译技

术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综合多种研究方法，

优势互补、混合建模［12］． 陈永智对比了机器翻译和

计算机辅助翻译在设计理念、应用范围和翻译引擎

上的不同［13］． 人工翻译译者可以利用机器翻译作为

辅助手段，从而大大提高翻译的效率，提高翻译质

量． 然而机器翻译从目前的技术角度上讲，还只能是

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完全替代人工翻译，机器翻译

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针对 CAT 的具体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记忆、

语料库和术语库三个点上． 如赵善祥、刘万军介绍了

多种翻译记忆中数据筛选方法，使用基于《知网》和

《同义词词林》的本体论、基于统计以及语法驱动的

语义相似度等评价方法，最后通过实验数据对其中

四种典型方法进行比较分析，表明融合多目标评价

可以提 高 翻 译 记 忆 中 数 据 筛 选 结 果 的 实 际 有 效

性［14］． 奥香兰( 2012) 通过项目实例，归纳了翻译记

忆库最常见的三类问题，包括双语对齐语料译文存

在质量缺陷、文本类型混杂以及更新维护不到位，并

就翻译记忆库的建设和维护给出了具体建议． 王正、
孙东云将翻译记忆系统引入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

中来，利用翻译记忆系统的文本对齐功能，结合汉语

分词软件制作出功能齐备的双语平行语料库，有效

地提高语料库建设的效率和质量［15］． 吴雪颖( 2011)

介绍了利用 TradosWinalign 组件，并结合常用办公

软件的简单操作进行汉英文本分离，构建出能够应

用于英语语言课程和自主学习的句子层级双语平行

教学语料库，提供了不必使用高难的语料库技术构

建简单的小型语料库的新思路． 蓝瞻瞻( 2013 ) 从双

语网站获取，根据 UＲL 命名规律获取网页的双语材

料，到段落层次的对齐，再到句子的对齐等步骤，实

验证实了双语语料库的研建的可操作性． 术语翻译

和术语管理是翻译流程中重要的环节，康宁、尉莹、
曲乐从术语库创建、应用术语库及进行术语管理等

实际问题论述了 CAT 环境下术语库建设对提高术

语翻译效率和翻译准确性的重要作用［16］．
3. 3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及其应用

CAT 工具集成了多种技术和插件，基本满足用

户在翻译过程中的多样化翻译需求． 整体而言，有学

者对 CAT 工具做分类研究，如俞敬松把 CAT 工具

分为有成熟理论和实现的狭义 CAT 工具、面向翻译

全过程的广义的 CAT 工具以及与翻译相关的其他

CAT 工具［17］． 有 CAT 工具的比较研究，如张剑从用

户角 度 出 发 对 Déjàvu、SDLX 和 STAＲ Transit ＆
TermStar 三款主流 CAT 软件在术语管理工具、翻译

记忆库、翻译对齐工具和翻译项目管理工具四个核

心模块的功能异同，为译员根据特定翻译项目和个

体需要选择合适的 CAT 工具提供了参考［18］． 有对

CAT 工具的测评研究，如高志军分析借鉴《软件工

程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提出构建 CAT 工具质量模

型—构建用户需求模型—准备评估—执行评估的

CAT 工具测评框架［19］．
具体而言，有针对某一款 CAT 工具的使用的研

究，其 中 以 Trados 的 使 用 最 为 广 泛，如 汪 晓 婧

( 2016) 从记忆、匹配、术语管理、多种编辑环境和自

动排版功能说明了 Trados 在促进译者快速学习和

提高翻译产出效率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有的针

对翻译过程的某一阶段的具体问题做出讨论，如魏

长宏( 2010) 对可移植文档格式提出了手动转换和

自动转换的方法． 崔启亮等总结了译后编辑的发展

动力，研究了适用于译后编辑的题材类型，提出了利

用译后编辑工具提高译后编辑质量和效率的实践准

则［20］． 由于 CAT 工具对应用类文本的处理效率远

远高于对文学文本的处理，因此大量研究探讨了

CAT 工具在某一特定应用领域文本类型翻译中的

应用，如医药化工类文本、商务英语、法律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 CAT 工具的出现和使用源

于翻译市场对于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需求的不断提

高，翻译行业的工作者对 CAT 工具抱着极大的热

忱，拥有大量实际经验和感悟． 因此，从文章的来源

看，CAT 工具和应用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高校，有大

量的文章来自于一些本地化公司和专门从事翻译工

作的业界人士，他们对软件行业的发展有着深入理

解，为 CAT 工具的推广使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更

广阔的视角．

4 对今后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的建议

( 1) 利用 CAT 软件辅助教学已成为翻译教学的

发展趋势． 教学方面应该在以下领域做进一步研究:

一是 CAT 教材的研究． CAT 教材在开设 CAT 课程

的必备要素中处于中心地位． 教师对于教学内容的

把握和自身能力的提升，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教

学方法的创新都源于教材的编写的好坏． 但是 CAT
教材研究却很薄弱． 因此，加强 CAT 教材研究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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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发展意义． 二是 CAT 教师的

培养． 既掌握计算机相关技术，又具备翻译专业的基

本知识和技能的 CAT 师资严重缺乏． 加紧培养复合

型 CAT 教师，改变翻译教师不懂技术，计算机教师

不懂翻译的现状任务紧迫． 三是校企合作联合培养

方面的探索． 如西安翻译学院与思迪软件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共建了 Trados 翻译实验室． 学校和企业开

展深层次合作，拓展订单式培养、合作课程开发、共
建教学团队等机制方式能够拉近教学与就业的距

离，以实现双方在现代化专业型翻译人才培养上的

共同诉求．
( 2) CAT 技术与工具的研究经历了基于规则、

基于语料库、基于统计的研究方法已经越来越成熟，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还不够深入． 一是汉语语法和语

义构成较之英语更加复杂，套用英语研究的相关成

果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研究者还需考虑汉语的特殊

性做进一步尝试． 二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我国内地之间、与其他国家的交流日益频

繁，少数民族语言的服务需求急剧增长． 少数民族语

言双语和多语 CAT 翻译平台的建设日趋成为各大

民族高校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

该类语料相对缺乏，面向少数民族语言的 CAT 语料

库建设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是 CAT 技术

和工具主要立足于文本的处理，语音方面的研究少

之又少，目前科大讯飞在语言识别领域取得了重大

突破，相信利用 CAT 语音工具改善现有的口译教

学，语音云翻译技术服务在不久的将来会迎来一片

春天．
此外，各省市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 CAT 研究

的重视程度． CAT 研究的经费支持一半来自于国

家层面，地方层面只有辽宁、河南少数省份的规划

有对 CAT 研究的经费支持; 扩大跨学科研究的广

度与深度对 CAT 发展至关重要． CAT 作为一门计

算机技术和翻译的交叉型应用型学科，任何单一

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不可能深入到 CAT 的各个方

面; 翻译行业作为 CAT 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更

应该在 CAT 的研究和发展上做出努力． 中国标准

化协会、中国翻译协会、中科院科技翻译协会等组

织应该积极组织业界本地化翻译公司、专业翻译

人士的交流，制定 CAT 的相关标准，实施 CAT 职

业技能的专业认证等．

5 结 语

我国计算机辅助翻译研究起步较晚，在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才正式开始发展．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我国却在该领域取得了异常丰硕的研究成果． 随

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计算机新技术的发展，跨学科

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业内人士和学术界合作的开

展，相信我国计算机辅助翻译的研究在新的发展阶

段会更加趋向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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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view of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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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2． Minority Language Center，National Language Ｒesource Monitoring ＆ Ｒ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ased on 631 articles from 1988 to 2016 included in CNKI，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udies by the keyword co-

appearance network，and summarizes three themes of teaching，translation technology，translation software and its
applica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paper lists some suggestions，which hopefully could shed
light on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

Key words: 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CAT technical tools，CAT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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