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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地质学专业英语学习中，词汇的掌握和运用是基础，也是重点和难点。针对不同词汇的构词

特点，把地质学专业英语词汇进行分类分析，可以发现单词的构词规律，找出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使学习

者能快捷地掌握地质学专业英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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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扩大．地质矿产资源

和能源的需求也急剧上升．除了用国内自产资源满

足市场之外，还需大量进口紧缺的铁矿、石油等。因

此，社会对地质类职业人才的要求愈来愈高，不仅要

求他们具有扎实的地质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有一

定的专业英语水平，能掌握国外地质专业最先进的

技术方法，用英语进行专业信息交流。但因地质行

业本身涉及岩石学、矿床学等众多相关学科，其专业

词汇数目众多、内容纷繁复杂。行业人员在地质专业

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因词汇太多、单词太长，难以记

忆和掌握而产生畏惧心理．学习积极性和信心受到

严重挫伤。

如何有效的学习掌握地质学专业英语词汇呢?

首先必须要了解地质学专业英语的特点．其次学习

构词法是掌握地质专业英语词汇的关键。只有对语

言本身特性及构词方法了如指掌，才能从中找出规

律。从而有效地解决专业英语词汇的学习难点问题。

一、地质学英语特点

(一)专业特殊性

地质学英语的专业性体现在它的特殊专业含义

和特殊专业词汇。

1．特殊专业含义

词汇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元素，不理解词汇含义，

就很难理解句子所要表达的内容，甚至引起误解。

很多普通英语词汇通过引申、比喻等方式被运用在

地质学专业领域．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地质学词义。

如：source本义为“来源、源头”．在地质学中引申为

“烃源”；bed常用意为“床”。在地质学中形象的称为

“矿床”；core原意为“果核、核心”，地质学中为“岩

心”．意为从地壳中取出的果核。此外还有fault(断

层)、facies(相带)、los(i贝0井)、openiIlg(孔缝)、pod(油

藏)、cap(盖层)、competion(完井)等，这类词看似简单，

但往往受本义或非专业词义束缚。不容易理解和记

忆。

2．特殊专业词汇

该类词汇的应用仅限于或主要限于地质学专业

的学习与工作．与公共社交关系并不密切。一类典

型的地质专业词汇为地质历史年代的名称。地球已

有46亿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地质历史时期，地

质学家将46亿年划分为Archean(太吉宙)、Mesoz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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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代)、Jurassic(侏罗纪)等多级次的地质年代单

元。另一类典型的地质专业词汇为地质矿物的名

称，地球上已知矿物约有三四千种．其中很多矿物

与国民经济休戚相关，但多应用于地质学，具有极

强的专业性。如：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铁矿资源，大

家耳熟能详的是iron(铁)，但在地学中含铁的矿物很

多，并不是人人皆知的，包括pyrite(黄铁矿)、mag．

netite(磁铁矿)、siderite(菱铁矿)、hematite(赤铁矿)、

specularite(镜铁矿)、limonite(褐铁矿)、goethite(针铁

矿)、lepidocrocite(纤铁矿)等上百余种。

(--)学科联系性

地质学属于一级学科。其下分有众多的次级学

科。各学科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但同时学科

之间又有着密切联系。如沉积岩石学、变质岩石学、

岩浆岩石学，三大岩各成体系，各具有自己的岩石

矿物种类，但同时各类岩石矿物间又具有一定的成

因联系，掌握好内在规律，对词汇记忆大有裨益，比

如：沉积岩中mudstone(泥岩)，经埋藏高温变质即成

为变质岩shale(页岩)。

另外。地质学与其它非地质类的自然学科也有

着密切的关系，如：石油地质学中会出现像arene(芳

香烃)、terp明e(ii苫焖等有机物质，与化学联系密切；Il卿

地震勘探中含有很多像amplitude(振幅)、wavelengh

(波长)等物理学词汇；水文地质学则包括像fluvia-

tion(流水作用)、headwarderosion(溯源侵蚀)等词汇，

它们与水力学关系密切。因此在学习专业英语时．

结合不同的学科特点，将词汇分门别类，找寻出其

相通点，将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二、地质学专业英语词汇构词法

英语中有词缀法、复合法、拼缀法、缩略法、逆

成法等多种构词法，其中词缀法、复合法和缩略法

在包括地质学专业英语在内的科技文体中应用最

为广泛。

(一)词缀法(affLxation)

词缀法在地质学专业英语中使用非常广泛．它

是指在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加前、后缀构成新词的一

种构词法。由这种构词法构成的新词叫做派生词

(derivatives)o

表l地质学专业英语中常用的前、后缀

首缓7 例词 首蜒 例词

apo一崽t apob．mlt尻t童武岩 IIypcr超过 hypcralkaline起碱性

mha∞一古代
Arclueozoic太古代 !p一次·在⋯之 瞬妒呦啦漾的

astto-天．体．宇
astrolithology嘎石牵 idio一白生的 idiogm妇自生矿床宙

bio一生拍．生◆ biochsdo生物耳屑岩 in嘲—之间。互相 imerbed五层

br咖一含澳的 bn,myTite燕红矿 ho一等．同 isoclLae等并褶t

蒙舷含钙的． cjlcilutite花屑友岩 k出一深的．t碎 警绺深置变质
c曲(o)一鲁壤的 cⅡboratite硅酸盐岩 hdl(∞一岩石 EdIo丘da岩棚

c．k1C0--含一的 auacol,yak黄■矿 un一不．非。无 umo面m畸不整合

c11lor'-古氯的 chloride氯化抽 矿酾一鲁镬 妒喇妇m镬铁

chrom-鲁体的 dl∞mb络铁矿 mc簪一大．巨型 秒巨型囊
coⅡ一腱质 ：oUophane胶磷矿 md∞o一黑色．暗色rnelanoccritt x稀土

矿

zryo一寒净．麓蛄 atTology木Jll荦 m哟一变质 m哟辆lt变玄武岩

=ylm)一蠢t =fyPt∞ry嘲Ⅱ址蠢晶质 tl'lono一单独 rnonomict阜弩冉辰舞

田，l匕no一■^ dlognphy蛄矗擎 p|l∞一原始。古 paleonmgne6an"A'柚I

zupro一含一的
：uprobismutlte phospho一鲁辟 plmsphofite磷灰岩
饲珲铋矿

d∞d雌卜树形的 Oendroidea树彤笔石目 photo一先．光电 Ph鼬oclⅫliI口y丸I匕学

唧}cr(o)一第二， ：leuterogene次生岩 poly-多 ?olyhedron多面体at生

融商(o)一含铁的 ferrodolomite铁白云石 p_roto一原生．原姑 promda∞原生解曩

融r(o)一歼簟 曲rolite硅残石 盯∞一火点的 产失点碎屑
tuor-鲁氯．荧光Fluorite董石 r'址o--放射性 radiolite|t射钠沸石

geo--地lI．土地 geochemical地球化学 ig-幽--地震 t-imlogram地震田

尊'gllO一花崮岩的 granodiorite花岗闪长岩 目ni一半 t-mimetal丰金■

halo-鲁盐的 哪出ini坼．r馒盐岩 曲c(o)一奢硅 fillcalm硅奠盐

heter(o)．杂 岫嘲理}el斌y非均质 Hlb一半，次．重 咐bal诎次棱角的
holo一奎寰质 holohyaline全t质的 ∞m一分●■ aranophane硅扔铀矿

h州。一t璃 ttyaloimalt t质玄武岩 ritr(o)-at zitrain镌壤

hyd∞一术，氩的 hydrobiotlte水_l云母 ”n(o)一异．外来 r,enolith麓虏体

后曩 倒词 后蜒 倒词

一吐具⋯属性 tphetical球状的 一ine,矿抽 peticainc霄舳长石

-8嗍产生．生长 gllthigdllc白生矿轴 一itc．矿抽 syenite正长石

融枞· g-ismograph地震仅 一oid相似 crystalloid似晶质

1．前缀(pref'Lx)

前缀应用要比后缀广泛。前缀通常由地质学上

专有的词汇简化而成．包括矿物所含的自然元素，

如：前缀chrom一(含铬的)、fluro一(含氟的)、urano-(含

铀的)、chlor-(含氯的)，分别由chromium(铬)、fluo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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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arauium(铀)、chlorine(氯)缩略而成，构成的派

生词分别有chromite(铬铁矿)、fluroite(萤石)、

uranophane(硅钙铀矿)、chlorapatite(氯磷灰石)等；描

述主要对象的词fibro-(纤维状)，dendri(o)一(树形的)、

melano一(黑色的)，分别由fibered(纤维质的)、dendriti

(树枝状的)、melanic(黑色的)缩略而成，构成的派生

词分别有fibrolite(硅线石)、Dendroidea(树形笔石)、

melanocerite(黑稀土矿)等；还有对岩石岩性定性的

词，如：grano-(花岗岩的)和meta一(变质岩的)，分别

由granite(花岗岩)和metamorphic(变质)缩略而成，构

成的派生词分别有granodiorite(花岗闪长岩)、

metabasah(变玄武岩)等。另外一些前缀是与普通词

汇的前缀共用的．如：tin一表示否定、micro一表示微

小的、inter一表示之间。unconformity(不整合)、

microseepage(微油气苗)、intergranular(颗粒间的)即

是由该类前缀构成的词汇。

2．后缀(suffix)

后缀的使用在地质学词汇中相对较少。其中构

词频率最高的是一ine和一ite，用于绝大多数地质矿物

名词的构成，如：calcite(方解石)、albite(钠长石)、

komerupine(柱晶石)等。

词缀的大量应用给地质学专业英语学习者提

供了一种快捷、有效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可以将词

汇按前、后缀分门别类，熟记其中常用前后缀的词

意，可以了解他们相应派生词的含义，提高词汇理

解和记忆能力。

(二)复合法(compounding)

复合法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词按照一

定次序排列而构成新词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构成的

词叫做复合词(compounds)。从复合词的书写形式上

看，其组成成分可以写成一个单词，如：caprock(油气

盖层)、buildup(岩隆)；可以由“一”连接，如：ash—tuff

(火山凝灰岩)、cross—bedding(交错层理)；也可以分开

写。如：allu、rial ha(冲积扇)、calcareous sandstone(钙

质砂岩)。其中分开写最为频繁。从复合词的词性上

来看．复合名词最为常见。复合名词组成成分的关

系通常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其中前一个组成成分

主要为形容词、名词、动名词等，是修饰词，后一个

组成成分主要为名词，是被修饰词，如：stratigraphi．

cal trap(地层圈闭)、drill hole(钻孔)、bedding fault

(顺层断层)等。有些修饰词的搭配能力特别强，可以

与很多名词搭配构成复合名词，如表2所示。学习

者应尤为重视这些词。可以将由这类词构成的复合

词归到一起一并记忆。

表2与mineral、rock和geologic(M)相关的复合名词

修饰词：mineral矿糟 嗲件词,'rOCk岩石 涉件词：geologic乜D地质(学)的

mineral aggn-ga” rock alteration 岩石

矿物集合体 蚀变
geologic age地质年代

auneral ammbhst rock lmocialJon 岩石 刚ogiaI tm-omem地质
矿物蛆合 组合 &力计

口曲e村belt矿荦 rock await．he岩崩 萨olo百al boun也叮 如质
齐线

mineral depot矿康 rock desert石质沙漠 ；eological compass地质罗
盘

mineral disintegration rock丘bfic岩石扭构 剐喇aI hanwQn．地质鲁
矿物分并

mineral exploitation rock 6ilure岩石t耳 吕e．)I。·giaI l删 地盾田倒
乎产奔置

mineral exploration rock flowage岩漶 剐。画al lkfiod地质时代
矿物勘壹

miIⅫ出6c‘a矿物相 rock白mI|don岩层 剐ogial mMy地质调叠

mineral删矿糟糕抖 rock萨ochcr岫岩石 目eoIogic body地质体
地球化学

mineral ma∞矿物质 rock删羁岩块 geologic climate古气使

mineral materials mck mechanics 岩石geologic colmnn地质柱状
矿物材料 力季 田

mineral pitch矿石沥青 rock pillar岩挂 geolo咖cydc地质麓田

mineral ln'Ospe击ng Ⅸk salt岩置 geoloOc∞曲Ⅻ：rilIg工程
矿产量主 地质擎

mineral feq胛cs rock$∞6l卿Ily gc-'ologic删如质事件
矿产储量 岩石地层荦

mineral nMe乎产
rock slide滑垃 s,eolosic hor曲ll地詹层位

量霉

咀jl，cd畔’riI培矿采 rock suite岩套 驴oIogic m叩pil喀地质埘田

mineral vein矿腺 rock绷∞cc岩石阶地 ；eobsic process如质作用

auner缸嗍矿水 rock typc岩石奏壁 萨oiogic∞∞fd地质记囊

mineral wool矿*
rock mIit岩石地晨单 ．；t_,．ologic section地质训面

位

(三)缩略法(shortening)

把词的音节加以省略或简化而产生新词的构词

方法为缩略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原来完整的词

进行加工。缩略其中一部分字母构成新词，叫做截短

法(clipping)。另一种是将词组中主要词的开首字母

连成新词，叫做首字母缩略法(acmnymy)。辨缩略法
造词简练、使用简便的特点和地质学英语词汇量大、

词长的特性决定了缩略法在地质学中的广泛应用。

熟练掌握这些简单符号。将有助于简化记亿。

1．截短法(clipping)

由截短法构成的词叫做节略词(clipped words)。

这类词主要用于(1)地层单元词汇的节略，尤其是欧

美国家常用的地层单元词汇．如：Alb=Albian(早白垩

世地层)、Het=Hettangian(早侏罗世地层)、Ass=As·

selian(早二叠世地层)。(2)某些常用矿物的节略，如：

Mont=montmorillonite(蒙脱石)、Hem=hematite(赤铁

矿)、Sill=sillimanite(硅线石)、Cord=cordierite(堇青石)

等等。一般来说，原有的词较节略词正式。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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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节略词因为简洁省时，袭用已久，人们逐渐

认为原有的词冗繁、陈旧而不再使用，更多的使用

节略词，如：gas=gasoline(汽油)。附
2．首字母缩略法(acronymy)

由首字母缩略法构成的词有两种发音方式，一

种是按拼音方法读音，这种词叫做首字母拼音词(a-

conyms)。代表词有LARS=laboratory for application

of remote sensing(遥感应用实验室)、MOR=mid--o-

ceanic ridge(洋中脊)。另一种是按各个开首字母发

音，这种词叫做首字母连写词(initialisms)。在地质学

英语专业中，这类词被大量采用作为标识符、名称

等．举例如下：

(1)地质历史年代词汇的缩略。如：Mz=Mesozoic

(中生代)、J=Jurassie(侏罗纪)。

(2)矿物元素或矿物名称的缩略。女ll：O=oxygen

(氧元素)、Si=silicon(硅元素)、Q=quartz(石英)、F=

feldspar('长石)、Di=diopside(透辉石)等。

(3)与实验测试有关的词汇缩略。如：在测井技

术方面有，AC=acoustic(声波测井)、GR=Gamma—ray

(自然伽马测井)、R--resistivity(电阻率测井)、CNL=

compensated neutron porosity logging(j}b偿中子孔隙

度测井)等；在地震技术方面有AVO=amplitude ver-

8US offset(振幅随偏移距的变化)、VSP=vertical seis．

mic profile(垂直地震剖面技术)、CDP=common depth

point(共深度点)；在地球化学方面有，I’11=Time—

temperature index(时间一温度指数)、【4)6口】['oC=total or-

gaIlic carbon(总有机碳)；在数据单位方面有Ma=

Million age(百万年)、MD=millidarcy(毫达西)等。

(4)与地质学有关的研究机构及出版物名称的

缩略。著名的地质学研究机构有API=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美国石油学会1、IGC=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国际地质大会)、GSC=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会)等；有影响力的地质

学类出版物有JPI’=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

(石油技术杂志)、MPG=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

g)，(海洋石油地质学)等。

三、结论

在对地质学专业英语词汇特点分析的基础上，

针对不同的构词方法，做词汇分类和举例，可以给

业内人士学习专业词汇提供帮助，使他们能迅速有

效的扩大专业词汇量．为学好地质学专业英语打下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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