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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钻井英语词汇中的隐喻现象及翻译
郭 青[1] 武义民[2]

[ 摘  要 ] 钻井英语是石油科技英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属于科技英语体裁的一种，在其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本文通过分析钻井英语词汇中存在隐喻形式，结合隐喻的种

类，分析这些隐喻词汇背后的认知基础和实际技术意义的联系。探讨其翻译可行性，有助于推动钻

井术语翻译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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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钻井是油气开发过程中最具代表性、成本

高、风险大的一个工程环节。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

活跃，如何准确把握石油钻井英语的语言特色、风

格、规律，更好地用好这一语言工具，准确地进行

英汉翻译，是需要我们研究的课题。石油钻井英语

词汇丰富，风趣活泼，简洁实用，特别隐喻现象显

著，这与石油钻井工程的特点有关，与这些词汇的

形成历史环境有关，正确理解这些隐喻现象，掌握

其翻译规律，有助于我们对石油钻井英语词汇的学

习。

隐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形式，以一种事物影射

另一种事物。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

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

言行为和文化行为。通常人们认为隐喻只是文学作

品中一种生动、形象、富有情感的语言，是用来装

饰文学作品的，其实不然，隐语存在于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Lakoff 和 Johnson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

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中说：“隐喻普遍

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

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我们赖以思维和行

动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式的。”所以隐喻

不仅是一种修辞现象，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一种认知

现象，即用已知反映新知的一种体现。隐喻在科技

文体中非常多见，主要表现为科技工作者借用日常

生活中人们熟知事物的功能、特征、形状、性质、

过程、状态来映射专业技术上陌生、新鲜的事物，

从而让人对此事物产生更加清楚明晰的认识。隐喻

在翻译学科中是广泛研究的对象，选择直译或意译

的方法进行翻译，是译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语

言和文化的差异使隐喻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

转换过程中遇到了障碍，如何克服这种障碍，让目

标语读者领会理解原文的认知隐喻是目前翻译学界

讨论的焦点。本文主要分析了钻井英语中存在的一

些隐喻现象及其汉译。认识这些现象和汉译会避免

石油英语学习的枯燥无味，使之更加生动有趣，易

于掌握。

一、和人身体相关的钻井英语隐喻词及

翻译

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生灵，人对外界的认识最

初往往从自身出发，钻井技术产生和实践也是由人

来实施的和完成的，所以钻井英语词汇存在着很多

涉及到人身体的隐喻。如果把石油钻井技术看作是

一个体系，我们身体的部位可以与某些词汇形成对

应图式映射关系，可以直接用人体部位来定义钻井

词汇，让我们对这些词的用法和功能一目了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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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体部位在各种语言中存在有共性，所以在翻译

中我们尽可能遵循这种命名原则，采用拿来即用的

翻译方法，见表 1。

表 1 部分直接用人体部位定义的钻井词汇

人体部位 映射意义 钻井词汇 汉译

Head （头）
位置处于顶端或起主要作用的

部件

casing head

cat head

tong head

well head 

套管头

猫头

钳头

井口

Throat （喉咙） 狭窄的通道 throat of injector 喷射器喉道

Teeth（牙齿） 形状如牙齿能咬合的部位 bit tooth 钻头牙齿

Nozzle（鼻） 通气部位 bit nozzle 钻头水嘴，喷嘴

Face（脸，面） 指向上平面部位，横截面
valve face

oil-water interface

阀面

油水界面

Neck （脖子，颈） 狭窄又起连接作用的部位
goose neck pipe

fishing neck

鹅颈管

打捞颈

Arm （手 / 胳膊，臂膀）
具有灵活性可以自由活动的构

件
loading arm 输油臂

Finger（指头） 钻进部位最前端 finger board 指梁

Leg/foot （腿 / 脚） 位于底部有支持作用的部件

leg

tensing leg platform

barefoot completion 

桩腿

张力腿平台

裸眼完井

Nipple （乳头，嘴） 细窄的出口
swage nipple

fishing nipple

变径头

打捞公锥

Body（身体） 部件的主体部位 valve body 凡尔体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钻井英语中存有大量

以人体部位命名的词汇，这些词汇都是在人们认知

的过程中，通过隐喻的方式把人体部位的方位和功

能影射在专业词汇的意义上，使得这些词汇生动、

形象、易于表达和记忆。在翻译中这些词汇大部分

都是采用直译方法，直接把人体部位名词加上所

修饰词，一起构成钻井英语词汇。如 casing head

（套管头），bit tooth（钻头牙齿），loading arm（输

油臂），valve body（阀体）等。但在汉语中有些

人体部位涉及人们的隐私，比较隐晦，不好直接翻

译，需要通过意译的方法翻译，如 nipple 在身体中

指乳头，所以在翻译 swage nipple 就不能直接译为

×× 乳头，而需意译成“变径头”，fishing nipple

可以译成“打捞公锥”；barefoot completion 若译成

“光脚完井”，则过于俗，可意译为“裸眼完井”，当

然这个翻译也来自于和它意思相同的另外一个专业

词汇 open hole completion。

二、和动物有关的钻井英语隐喻词及 
翻译

在英语国家文化背景中，动物是带有文化内涵

的，而且在石油工业开始的最初，充当石油工人的

多为农民，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石油科技英语中有很

多以动物命名的专业词汇。这些跟动物有关的词都

和该动物所具有的特点息息相关，而且也赋予了机

械活动以活泼生动的意象。例如：monkey board

（架工操作台，二层台，猴台），monkey wrench

（活动扳手），wildcat（野猫井；初探井），cat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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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道），mouse hole （小鼠洞），rat hole（大鼠

洞），donkey pump（辅助泵），pig（剐管器），

wind cock（风标）crane（起重机），whale（自

喷油井），rabbit（通径规），worm gear（涡轮），

dog’s house（值班房），等等。

这些例子生动地说明了石油科技英语并不都是

枯燥乏味、抽象无比的专业技术词汇，其中也有大

量这样以动物构建的隐喻词汇，动物的“外形，个

性，特征”为整个映射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其中，

猴子一般具有灵活的特点，monkey board 指井架

上的高高的操作台，俗称“二层台”，也有时直接

叫“猴台”；monkey wrench 译成“活动扳手”恰

如其分；野猫一般居无定所，给人一种飘忽不定的

感觉，wildcat 表示“初探井”，可以让我们看出至

于初探井是否能采出石油来还是个不能确定的未知

数；憨厚勤劳的驴一般起的都是拉磨般的辅助工

作，donkey pump 译为“辅助泵”最为贴切；借用

鹤的翅膀正好和起重机的特征吻合，crane 可以译

为“起重机”；兔子给人速度快的印象，而且还有打

洞得能力，用在石油英语中表示某机械运转速度很

快，rabbit 翻译成“通径规”是检测套管内通径尺

寸的薄壁筒状工具，多用于大斜度井或水平井通井。

由于动物在不同文化中的意象不同，所以在翻译此

类词汇时要考虑文化的接受性，狗在西方文化中是

忠诚，朋友的象征，所以会有“Love me，love my 

dog.”的说法，但在汉语文化中狗的意象却多为贬

义，狗东西、狗腿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眼看

人低等众多俗语。所以 dog’s house 如若直译为

狗窝则不雅，应该按其作用翻译成“值班房”。因此

在翻译此类词汇时一定要辨别其文化意象，多采用

意译的方式，但也有些出于形象化的目的直译起来

更加一目了然。例如 mouse hole，rat hole 分别翻

译成“小鼠洞”“大鼠洞”，直观地表明了这两个词

的差别。

三、物体词汇的隐喻化多采用意译的方

法，根据实际用途准确说明

由于隐喻是建立在两个事物的相似性基础上

的，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事物来类比另一事物。而且，

隐喻是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也就是说，将源域中某些特征

部分地投射到目的域中。钻井英语中存在着大量以

物体词汇为隐喻的专业词汇，例如 coat 原本指外

衣，这里指给机械设备罩上一层内或外漆，起到保

护、防腐作用，即把类似于 coat 这个词的功能从人

身上转移到机械身上，以表达同样的保护作用，翻

译成“涂层”；cap 本意是帽子，在 gas cap 译为

“气顶”，主要取其位置和功能上的相似；Christmas 

tree 在西方国家文化中叫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各

种装饰，但是在钻井英语被翻译成“采油树”，这

主要是形状上的相似，因为采油树上面装的许多阀

门，正像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一样，既说明了其功能

又保留了“树”的这个意象。Cable drum 这个词中

的 drum 本意是“鼓”的意思，这里隐喻为缠绕电

缆的“滚筒”，源于形状和功能上的相似，可以译为

“电缆滚筒”或“电缆盘”。在钻井机械中处于最上

面的是 crown block 译为“天车”，这是源于 crown 

表示的是“王冠”，位置一般处于头的顶端，所以

用汉语中同样高高在上的“天”来表示。钻井英语

中的 drilling collars 指代位于钻柱外部的一个装置，

形状和位置类似于包在人脖子外部的围脖，所以用

collar 这个词，译为“钻挺”。钻井英语中带有 shoe

的词很多，如 casing shoe， float shoe， guide shoe

分别翻译成“套管鞋”“浮鞋”“引鞋”，它们都是位

于设备的底部，起到保护作用，翻译时通常会保留

“鞋”字，在不影响整体理解的情况下，保留了其原

来的意象，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用物体构建

成的相关钻井隐喻词汇，可以是形状上的相似、位

置上的相似、功能上的相似，也可以是意象相似，

在翻译中为了表达清楚，如果需要突显其形状、位

置，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要强调其功能和

作用，则多采用具有创造性的“意译”方法。

四、源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隐

喻词及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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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提到的大量与人身体相关隐喻词，钻

井英语中还有把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隐

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词汇。如，guide spring（导

向弹簧）；guide shoe（引鞋）；fresh water（淡

水 ）；dead line（ 死 绳 ）；conventional mud（ 普

通泥浆）；lost circulation（井漏）；kill a well（压

井）；shock sub（减震器）；master valve（总闸

门）；fatigue crack（材料的疲劳裂缝）；standing 

valve（定阀）；traveling block（游动滑车）；dust 

guard cover（防尘板槽盖），master bushing（主

补 心 ） 等 等。 其 中，fresh， dead，kill， fatigue，

shock 都属于人的生物属性，但人的这种生物属性

在不同文化，不同条件下有多方面的理解，所以在

翻译时要灵活处理，既能反映出两个语域之间的映

射，又能把该词的本质意思表达出来。有时翻译也

存在先入为主、约定俗成的现象。如 dead line 在

此术语中 dead 本意为死，也映射为不活动的意思，

所以可以直译为“死绳”，kill a well 中 kill 是杀死

的意思，在这里和 well 形成动宾结构，不能直译为

杀死一口井，应该译为“压井”。表示人的社会属

性 的 词 conventional，lost，traveling， standing，

master， guard， guide 则反映了人在社会中所处的

状态和角色。翻译时，因其在修饰不同物体时意象

存在差别，建立起的映射比较抽象，所以在翻译时

同能直译，应该选择能修饰物性的状态词进行翻译。

如 conventional mud 译为“普通泥浆”而不是“传

统泥浆”，lost circulation 译为“井漏”而不是“失

去循环”，standing valve 译为“定阀”不译成“站

阀”，traveling block 译为“游动滑车”而不是“旅

行滑车”。同时在翻译社会属性中具有角色性质的

词时还要突出意象认知中这些术语的位置，功能和

重要性，如 guide shoe 译为“引鞋”，dust guard 

cover 中 guard 是卫士、防卫的意思，在这里用

dust 修饰，意象为起到防尘作用， 译为“防尘板槽

盖”，master bushing 中 master 本意是主人、最重

要的事物，可以直译为“主补心”。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隐喻不仅

存在于文学作品当中，也存在于科技英语词汇之中，

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认识它，总

结它的本体和喻体以及这两个语域之间的映射关系

和意象反应，为正确理解和翻译这些专业术语奠定

基础。学习掌握这些专业术语的目的是把他们充分

应用到我们的学习实践中，使我们对专业英语的学

习不再惧怕，而是充满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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