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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语言信息工程系简介

技术传播教育
• 科学传播

• 专门用途英语

• 情报学

相关研究

总结与思考



语言信息工程系
新兴交叉领域语言信息工程方向
隶属于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成立于2006年

2007年开设大陆首个计算机辅助翻译专业

培养现代化的语言服务人才（懂语言、懂文化、懂技术、懂管理）

学生背景：1/3 语言，1/3 技术、 1/3 其他

专业名称 学位 招生人数

自然语言处理（现“互联网信息处理”） 硕士 15

计算机辅助翻译(CAT) 硕士 30

技术传播与翻译 双硕士、二学位 10，20



系负责人

王海峰
系主任
百度技术副总

研究兴趣：机器翻译、信息检索、语音识
别

俞敬松
副系主任

研究信息：信息检索、翻译技术、自
适应学习



什么是技术传播
技术传播是一个宽泛的领域，包括各种形式的传播，一般有如下特点：

传播的是技术或专门的话题，如计算机程序，医疗流程或环境制度

传播的时候使用技术手段、如网页、帮助文档或社交媒体

提供如何做某事的说明，而不考虑任务本身的技术性

“Defining TC”STC stc.org

技术传播是事实沟通，通常与产品和服务有关。过去通常指产品手册，现在包括网站、E-
learning，以及软件联机帮助文档，维基、podcasts和博客等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ors (ISTC), ist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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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专业



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定义：科学传播主要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渠道和
手段，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提升公共的科学知
识水平、技术技能和科学素养，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08）》

主要强调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事实的方面，而不太涉及实用技术的普及

科学传播者职责：科学传播者主要将科学信息转换成大众可以理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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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开设院系：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

培养目标：旨在培养有理科背景的并能适应现代传播学需求的高层次人才。能从事网络传
播与电子出版、新闻采写与图书编辑、国际版权贸易、科技政策与决策咨询以及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又能在工商企业、文化教育诸部门从事传播策划、企业形象传播与品牌管理
等工作。

主要课程: 传播学、新闻学、编辑出版学、传播学经典文选(英语)、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
术、网络编程技术、摄影与摄像技术、传播伦理与法规、科学普及、公共政策、现代信息
技术前沿、传播产业与媒介管理、新媒介研究专题、网络电视专题、视觉艺术专题等。

学位授予：毕业生授文学学士学位；。1989 年始招收传播管理方向硕士生。



中国农业大学
开设院系：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

培养目标：2001 年4 月设立媒体传播系, 科技传播是重点学科之一,以科教影视创作和计算
机多媒体制作技术为特点, 成为农业影视制作的主要基地之一。主要培养广播电视传播( 含
科教影视) 、网络传播、新闻传播、媒介经营管理与广告等领域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要求本科生学习媒体传播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掌握现代传媒的基本手段和方
法, 接受广播电视( 含科教影视) 编导制作、网络传播、广告与媒介经营管理、新闻采访与
写作、影视动画制作、多媒体制作等传播技能的基本训练。

学位授予：毕业生授予传播学学士、硕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开设院系：人文学院社科系科技传播专业

培养目标：2004 年建立国内第一个正规教育体制内的科技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点, 全日制教
学, 培养科技传播理论和实践专业人才。

主要课程:传播学理论研究、大众科技传播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科学技术史、网络传
播理论与实务、科技伦理学、科技战略导论、广告学研究、科学哲学、科技市场营销、公
共关系学研究、传媒艺术设计、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社会学。

学位授予：授予文学( 传播学) 硕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 1/2
英文名：The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网址：http://www.rcsc.cas.cn

性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是中科院的直属研究中心，是为国家科学传播宏观
管理部门提供相关决策咨询，为国家和中科院科学传播工作提供服务和应用示范，为推进
科学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提供重要平台而成立的非法人研究单位。

技术手段：三维数字影像制作

高仿真建模和材质绘制技术 角色表情、动作动画制作技术 毛发模拟技术

http://www.rcsc.cas.cn/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 1/2
技术手段：

互动技术
• 增强现实技术

• 体感互动技术

• 运动捕捉技术

• 投影互动技术

新型展呈技术
• 异形屏幕投显技术应用

• 全息投影技术

• 多点触控技术

• 穿戴设备



中国科普博览网站上的作品
一分钟了解超导



专门用途英语



专门用途英语 (ESP)
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或学科相关的英
语，是根据学习者的特定目的和特定需要而开设的英语课程,如电子商务英语、外贸英语、
国际金融英语、新闻英语、医学英语、法律英语、旅游英语、营销英语、学术英语、科技
英语等。



生物医学英语专业
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英语专业创立于2002年，是五年制本科。

生物医学英语系隶属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

总体培养目标

医学英语专业培养国际卫生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毕业生是既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
医学基础知识及一定的临床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又有坚实的英语语言知识基础、较强的英
语语言运用能力和一定的社会人文学科知识，能熟练地用英语和所学医学专业知识在医药、
公共卫生、医药信息管理、医学英语教育等领域从事国际交流、教学科研等工作的应用型
人才。



金融英语专业
西交利物浦大学

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英语专业和金融专业相结合的跨学科专业，旨在培养学生优秀的英语
能力和在金 融情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将掌握以下知识和技能：

• 能够熟练使用英文进行专业交流，并且能够自信地使用英文分析金融问题

• 学习并能够应用一系列会计技能和定量技能

• 熟练掌握金融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涉外工程英语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专业背景

外国语学院英语（涉外工程英语）专业成立于1994年4月，经过二十年的建设，目前已发展
成为我国重要的工程外语人才培养中心和重庆市高校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外语学科之
一。涉外工程英语分设涉外土木工程英语、涉外船舶与海洋工程英语、涉外机电商贸英语
三个方向。

专业定位

以“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优个性”为育人原则，培养“精英语、懂工程、
知商贸、善管理”的高级工程英语专门人才，努力将我校打造成全国涉外工程英语人才培
养和科研中心及高层次涉外工程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人文社科基地，力争英语专业（涉
外工程英语）综合实力处于同类院校英语专业的领先地位。



情报学



情报学 (Intelligence Science)
情报（Intelligence）是信息的一个特殊的子集，按照情报学上的理解，它是指那些对于用户有用、经过传递到达
用户的知识或信息。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产生、传递、利用规律和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手段使情报流通过程、情报系统保持最佳效能
状态的一门科学。它使人们正确认识情报自身及其传播规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情报产生、加工、
贮存、流通、利用的效率。主要包括

① 情报的产生、内容、特点和结构

② 情报的传播、交流和利用

③ 情报的贮存和检索

④ 情报的标准与规范

⑤ 情报系统和网络

⑥ 情报用户和情报需求

⑦ 情报的大容量存储和高速传递

⑧ 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⑨ 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科学情报领域

⑩ 情报的经济学与社会学



北京大学情报学专业课程
信息资源管理专论

信息检索

信息咨询与分析

战略管理

市场调查

市场营销

竞争情报系统与案例分析

项目管理

竞争对手分析

电子商务与网站策划

信息政策与法律研究

企业信息化与政府信息化专题

知识管理

情报学基础理论专题

现代情报检索理论与技术

竞争情报与信息分析

咨询学理论与实务



开设情报学专业的大学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北京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



技术写作课程
北京大学

《技术文档写作》Technical Documentation Writing

《写作技术实践》Authoring Technology Practice

《信息出版新技术》Digital Publishing Technology

《技术传播研究与设计》Technical Communication Design and Research

北京外国语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
英文作文自动评分系统（外研社项目）http://iwrite.fltrp.com

英语写作计算机支持平台

BCT商务汉语自适应在线考试系统（国家汉办项目）

手机用户建模与精准营销及手机中文搜索引擎

输入法

翻译难度

译文质量自动评估

受控语言与机器翻译

http://iwrite.fltrp.com/


清华大学人因工程实验室
用户需求分析和用户研究

重点围绕如何运用工效学手段把握用户的特征，从而保证产品开发的成功率。

主要的研究包括：

面向老年人的设计，包括手机、网站、移动交流平台等；

年轻用户对手机服务的需求研究；

面向服务业的用户满意度调查分析等。

计算机人机交互

重点针对软件的界面设计、移动应用以及智能设备进行实验、教学与研究。

主要的研究包括：

针对特定产品的人机交互研究，如家电，移动终端设备等；

人机交互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如人与机器人交互跨文化研究；

面向特定产品的最新人机交互模式与范例研究等。



总结与思考
专门的技术传播教育在中国尚不完善

应加强与其他相关专业的跨学科交流

因为中西方文化和市场的不同，中国技术传播界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



Any Questions?
高志军

gaozhijun@ss.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