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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技术传播与文档写作

2. 技术文档写作面临的问题
a) 高昂的翻译成本

b) 漫长的翻译周期

c) 重复利用性差

d) 文档不一致导致可用性降低

3.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a) 利用现有写作技术框架，如DITA，Docbook

b) 使用受控语言写作

c) 使用翻译记忆与受限机器翻译系统完成翻译

4. 合作与资助



技术传播与文档写作



技术传播

技术信息

如何维护飞机？

如何使用洗衣机

如何安装软件？

传播 用户



技术信息传播的手段

文档

视频

漫画

动画

增强
现实

……



技术文档写作
技术传播是一个专门的学科，主要研究如何将
技术信息以恰当且最便于理解的方式传达给读
者，同时还要满足读者对各种媒介的需求。技
术写作是技术传播的一种形式。通常需要考虑
如何在不同的媒介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
语言呈现技术信息。



技术文档写作现状



技术文档的特点
1. 有时并非最高效的手段。与视频、图片等手段相比，有时并非最高的手段。

2. 印刷版有时是必须的。如没有电脑或网络的情况下，打印版则极为有用。

3. 成本较低。相对而言成本较低

4. 复用性强。与视频和图片相比，可复用性强，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并提高发布周期。

5. 常常需要多语发布。根据产品的营销战略，通常需要进行本地化，而且翻译成本较高
周期较长。

6. 国外较为成熟，国内刚刚起步。在成熟国家和地区，文档从信息架构，到写作，到翻
译，到发布与维护都是较为完善与成熟的，国内对文档的重视程度则刚刚开始，相关
的研究也不太多。



技术文档写作服务提供商
甲方单位

•IBM 信息开发部门

•华为 资料架构部

•微软 信息开发部

•赛门铁克信息开发部

•……

乙方单位

•Sigma Kudos

•Tweddle Group

•Semcon

• Infotiv

•……



技术文档面临的问题
1. 翻译环节导致的成本提高与时间浪费。为了发布多语文档，翻译环节必不可少，而翻

译的成本随着语种的增加，成本不断上升，而且发布的周期也会不断增加，但是技术
信息的角度来看，这个环节实际上是重复的，因为翻译的过程并没有增加新的技术信
息。

2. 译文文档的可用性常常降低。为了实现同时发布，翻译环节通常时间较短，加上翻译
人员对领域知识的不熟悉，实际翻译过程通常是字对字的翻译，很难做到针对目标读
者的阅读习惯，进行重新写作。

3. 原文文档不一致造成复用性和可用性降低。原文写作的时候使用自然语言，经常会有
不一致的情形，包括术语不一致，风格不一致等。



现有解决方案



Caterpillar Inc.
卡特彼勒有限公司（英语：Caterpillar Inc.，NYSE：CAT）是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
里亚的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农业、建筑及采矿等工程机械和柴油发动机、
天然气发动机及燃气涡轮发动机。根据其公司网站，卡特彼勒（一般简称为CAT）是“世界
上最大的建筑、采矿设备、柴油、天然气引擎和工业汽轮机生产商。”（维基百科）

面临的挑战：

1. 为350个现有产品以及其他使用中的老产品撰写和翻译文档

2. 如果文档不准确会导致可能的法律责任

3. 文档应能支持全球范围内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Eric  Nyberg 1998.



KANT 项目
1989年，Caterpillar集团资助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资助实施

目的是研发出适合大规模自动翻译技术文档的实用翻译系统

研发了Caterpillar Technical English受控语言，目标是生产多语文档

主要应用在电源管理系统、重型装备、医疗记录、汽车和电视等领域



KANT 系统示例

Knowledge-based interlingual machine 
translation systems produce semantically 
accurate translations.



问题
1. 非公开项目，现有研究成果只能通过学术论文窥其端倪。

2. 自成体系，缺少与当前主流写作环境的集成

3. 项目开始较早，对信息产品的交付考虑较少

4. 主要还是从英文作为源语言写作，不太符合中国企业的实际需求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基于现有写作技术框架，受控语言和机器翻译



应用设想
目标：

1. 设计出功能超过KANT多语文档发布系统

2. 能快速定制特定公司特定领域的受控语言

3. 能满足中国企业的开发习惯

基本策略

1. 基于DITA（或其它框架）设计整体的专门信息架构方案

2. 针对特定领域或公司定制受控语言（专门词汇）

3. 针对受控语言定义Apertium的单语词典、双语词典和转换规则



现有技术写作框架
DITA（Darwin Information Typing Architecture）

DocBook

TEI

Adobe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Suite

MadCap Flare



DITA概述
1. 最早由IBM提出，全称Darwin Information Typing Architecture

2. 基于Topic呈现信息
• Topic是信息的最小单元
• Topic通常能回答下列问题之一：

• 我如何做？

• 这是什么？

• 流程是什么？

• 如何修复？

• Topic的四种类型：
• Task Topic

• Concept Topic

• Reference Topic

• Short Description

3. 由Topic生成帮助文件、PDF手册甚至网站



DITA的优势
1. 让分工协作变为可能

2. 写作者之间能共享内容

3. 写作者能轻松复用原来的Topics

4. 能快速组织或重组内容

5. 审阅者可审阅较小Topic集，而不必审阅常常的整本书



受控语言
1. 受控语言是自然语言的子集，通常通过限制语法和词汇的形式来消除原文的歧义和难

度。

2. 控制范围：
• 词汇
• 语法
• 风格

3. 适用领域：帮助系统、技术报告、技术手册等

4. 常见受控语言：
• ASD Simplified Technical English (STE)
• S1000D
• ATA 2200
• Caterpillar Technical English



受控语言写作的优势
易理解，可读性高。因为语言较为简单，理解容易，文档的可读性高，进而提高文档可用
性。

一致性好。因为词汇和语法的限制，文档的一致性好。

缩短翻译周期与成本。容易理解的原文，也容易翻译，人工翻译的时间和成本都会降低。
用于机器翻译的受控语言则会更为显著的降低翻译周期和成本。



ASD-STE 100
Specification由写作规则和词典构成

写作规则示例
Use short sentences (Rules 5.1 and 6.1)

Only one topic per sentence (Rule 4.1)

Only one instruction per sentence (Rule 5.2)

Use a tabular layout for complex texts (Rule 4.3)

通用词词典
• General Words(受限，在词典中列出)

• Technical Names (20个词类，不受限，未在词典中列出)

• Technical Verbs (3个词类，不受限制，未在词典中列出)



机器翻译示例（Google MT）
自然语言

Authors will approach any writing project by 
collecting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irst, and 
after carefully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it, they 
will create a structured draft.

作者将接近任何书面的项目，首先收集必要
的信息，并经过仔细分析和评估，他们将创
建一个结构化的草案。

受控语言

The author performs the following tasks:
◦ Collec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information.

◦ Write a structured draft.

笔者将执行以下任务：
◦ 收集必要的信息。

◦ 分析和评估信息。

◦ 写一个结构化的草案



机器翻译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又称为自动翻译，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源语言转变
为另一种自然目标语言的过程，一般指自然语言之间句子和全文的翻译。它是自然语言处
理的一个分支，与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理解 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MT 基本策略

基于规则

直接翻译法

转换法

中间语言法

基于语料库

基于统计

基于实例

混合方法



Apertium
Apertium是基于浅层转换的开源规则机器翻译系统，于2004年发布，早先是面向相似语言
对的翻译，后来扩展至差距较大的语言。

为了让Apertium工作，需要：

1. 单语词典

2. 双语词典

3. 转换规则

几个重要工具：

1. Lttoolbox (lt-com; lt-proc;lt-expand)

2. apertium

3. apertium-lex-tools



词典示例
单语词典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ictionary>  
◦ <alphabet/> 

◦ <sdefs>    

◦ <sdef n="n" c="Noun"/>  

◦ <sdef n="percent" c="percent"/>

◦ ……

◦ </sdefs>  
◦ <pardefs>

◦ <pardef n="我__prn">

◦ <e>

◦ <p>

◦ <l/>

◦ <r><s n="prn"/></r>

◦ </p>

◦ </e>

◦ <section id="main" type="postblank">
◦ <e lm="我"><i>我</i><par n="我__prn"/></e>

◦ <e lm="你"><i>你</i><par n="我__prn"/></e>

◦ <e lm="他"><i>他</i><par n="我__prn"/></e>

◦ <e lm="她"><i>她</i><par n="我__prn"/></e>

◦ </section>

</dictionary> 

双语词典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dictionary> 
◦ <sdefs>        

◦ <sdef n="vblexestar"   c="verbestar"/> 

◦ <sdef n="acr"   c="Acronym"/>

◦ ……

◦ </sdefs>
◦ <section id="main" type="standard">

◦ <e r="LR"><p><l>.<s n="sent"/></l><r>.<s 
n="sent"/></r></p></e>

◦ <e><p><l>新<s n="adj"/></l><r>new<s n="adj"/><s 
n="GD"/><s n="ND"/></r></p></e>

◦ <e><p><l>多<s n="adj"/></l><r>additional<s 
n="adj"/><s n="mf"/><s n="ND"/></r></p></e>

◦ <e><p><l>技术传播<s n="n"/></l><r>technical 
communication<s n="n"/><s n="mf"/></r></p></e>

◦ ……

◦ </section> 

</dictionary> 



预期成果

•通用词汇

•专业术语

•写作规则

•写作风格

• ……

受控语言定制
模块

•合规性检查

•用词提示

•可读性检查

•与翻译记忆库匹配

受控语言写作
支持模块 •内容管理

• Single Sourcing

•结构化写作

•多媒介支持

• ……

技术文档写作
模块

•根据受控语言定制MT

•译后编辑功能

•译文可读性坚持

• ……

多语文档生成
模块



合作与资助



合作
下述领域的合作研究：

1. 文档解决方案合作研究

2. 特定行业与公司受控语言的快速定制

3. Apertium 机译系统中词典与规则的共同开发



资助研究
如果觉得我们的研究有兴趣，可合作研究或资助我们。资助方将：

1. 获得研究成果的报告

2. 解决方案的应用与技术支持

3. 后续大规模商用的共同盈利



多谢，请多指教！
高志军

18601332875

gaozhijun@ss.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