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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2019年12月，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司委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

业研究所承担林草行业标准国际化（木材类）项目中“《沉香》（LY/T 2904-2017）

的英文译本翻译任务，合同执行期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12月，按照《国家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要求，翻译小组成立，小组

成员包括中国林科院木材所木材化学应用研究和木材构造与利用研究室。召开了

翻译小组会议，会议提出和讨论了外文版翻译工作计划，并进行了翻译工作分工。

李改云任翻译小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李改云和陈媛为英文版翻译主要执

笔人，负责本标准的翻译编写；殷亚方和焦立超负责对与沉香构造内容相关的英

文字稿修改完善。

2019年12月开始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标准资料，收集与本标准外文版翻译

有关的文献资料。主要相关文献包括《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5）的第一卷和第四卷，内容涉及药用沉香的检测方法和标准要求。

2020年1月，完成标准的英文版翻译初稿。

2020年2月至3月，经翻译小组多次召开翻译工作会议，逐字逐条对《沉香》

（LY/T 2904-2017）英文版翻译初稿进行了修改。

2020年6月至7月，翻译小组定向征求木材领域英文翻译专家对翻译初稿的意

见，翻译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认真修改和完善，完成《沉香》（LY/T 2904-2017）

英文版和翻译说明。

三、标准外文版的翻译原则

本英文版翻译稿的编写格式和表述符合GB/T 20000.10—2016《标准化工作

指南 第10部分：国家标准的英文译本翻译通则》和GB/T 20000.11—2016《标

准化工作指南 第11部分：国家标准的英文译本通用表述》的规定，译文质量符

合GB/T 19363.1—2008《翻译服务规范 第1部分：笔译》和GB/T 19682—2005

《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的规定，遵循“国家标准外文版翻译应坚持忠实原文、

准确规范”的翻译原则，英文版翻译稿的结构内容与中文版一致、准确表达中文

标准信息、英文文本编写格式规范。

四、英文版翻译稿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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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LY/T 2904-2017）标准英文版与中文版技术内容一致。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征求意见与反馈处理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共征求意见 19条，其中采纳 17条，2条没采纳，详见

表 1。

表 1：征求意见汇总表

序

号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

1 Foreword

建议“the Endangered Species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修改为“ the Office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Imports and Expor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不采纳。

咨询濒管办人员后对英

文名称进行了确认

2 Introduction

建议“the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Endangered Species (CITES)”修改为“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采纳

3 Introduction

建议“under protect LevelⅡ in the “National Key
Protected Wild Plants List” (First lot)“修改为 “under
protection levelⅡ in the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Protected Key Wild Plants (the First Batch)”

采纳

4
3.3

建议“composite of xylem tissue and agarwood resin
formed during the growth of Aquilaria tree

“修改为 “natural mixture composed of xylem tissue
and its secretions, formed during the growth of tree of

Aquilaria species“，应忠实原文

采纳

5 3.4
建议“ethanol extractive of agarwood”修改为“ethanol
extractives of agarwood”，抽提物不止一种物质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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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建议“resin characteristics”修改为“secretions

characteristics”，其他地方相应修改，分泌物对应的

英文为 secretions
采纳

7
4

Table 1
建议“the axial parenchyma is absent under
magnification”后增加 with a hand lens

采纳

8
4

Table 1
建议“alternating intervessel pits”修改为“ alternate

intervessel pitting”
采纳

9 5.1.1 建议“chordal section”修改为“tangential section” 采纳

10 5.2.1.1.3
建议“accurate to 0.001g“修改为“with an accuracy

of”，后面同样处理。

不采纳

两种写法在英文标准中

都可行。

11 5.2.1.2
建议“ Procedure”修改为“Testing procedure”，，后面

同样处理。
采纳

12 5.2.2.2
建议公式说明中“g“修改为“unit in grams (g)，后面同

样处理。
采纳

13 5.2.3.1.1
建议”analytical grade”修改为“analytical reagent”，前

后文同样处理。
采纳

14 5.2.3.2
在 “The absolute error...”之前增加 “Carry out two
simultaneous measurements，和中文保持一致。

采纳

15 5.2.5.1.3
建 议 “Scale,the measuring range is ...” 修 改 为

“Graduated scale, the measuring range is ...”
采纳

16 5.2.5.1.4
建 议 “Temperature controlled oven” 修 改

为”Temperature-controlled drying oven”
采纳

17 5.2.6.2

建 议 “Weigh 0.2 g of ground agarwood reference
substance to the nearest 0.001 g to stoppered
centrifuge tube” 修 改 为 “Weigh 0.2 g of ground
agarwood reference substance to an accuracy of 0.001
g, put in stoppered centrifuge tube”

采纳

18 6
建 议 “If not, not as agarwood.” 修 改 为 “If one
inspection item fails, the sample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garwood.”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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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nnex A

建 议 “ The color of wood position of producing
agarwood turns darker, with yellowish brown, dark
brown, black lines or patch shape.”修改为“The color
of where aromatic resin is produced turns darker, and
is yellowish brown or dark brown, in black lines or
plaques.”

基本采纳

aromatic resin修改为

aromatic secretion，前后

文保持一致

《沉香》（LY/T 2904-2017）林业行业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小组

20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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