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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M ROBOT 

1.1 简介 

TM ROBOT 客户端是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集记忆库本地管理、语料共享、

文件分析及 TMX 分割功能于一体的语料管理与增值产品。该产品技术先进、操作简单，让

您轻松管理翻译记忆库的同时实现语料快速、持续增值。Tmxmall 语料商城云平台与 TM 

ROBOT 客户端构成的 P2P 语料共享平台开创了语料共享新模式。 

 

图 1-1 TM ROBOT 启动界面 

1.2 主要特点 

 快速实现本地记忆库实时检索、导入、合并、编辑、导出等操作，记忆库管理更便

捷。 

 语料一键共享，无需将语料上传至云端，即可实现一键共享，交易语料的同时保障

语料的私密性与安全性。 

 通过文档导入分析，匹配用户私有库、语料商城云平台及 TM ROBOT 共享句对，

最大限度挖掘翻译记忆价值。 

 大型 TMX 文件轻松分割，轻松解决文件传输慢、CAT 工具加载困难等问题，记忆

库使用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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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界面描述 

2.1 我的记忆库 

2.1.1 新建记忆库 

用户可在我的记忆库中单击新建记忆库或我要创建记忆库，新建记忆库后才可执行记忆

库的查看、编辑、导入、导出、清空、删除记忆库操作。TM ROBOT 现支持创建多语种（包

含 10 种语言：中文、英文、日语、韩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阿拉

伯语，共 90 种语言对）的翻译记忆库。 

 

图 2-1 我的记忆库 

记忆库的创建页面中（图 2-2），需输入记忆库名称、分类标签、简介并选择语言方向。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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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记忆库创建页面 

2.1.2 我的记忆库列表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页面可查看我的记忆库列表，包括记忆库的状态、名称、标签、语言

方向、条目数量和操作入口（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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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我的记忆库列表页面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可对该记忆库进行查

看、编辑、导入、导出、清空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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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记忆库更多操作 

用户还可在客户端顶部，选择语言方向并输入关键词，对本地记忆库进行快速检索。 

 

图 2-5 本地记忆库检索 

2.1.3 查看记忆库详情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查看”，可查看记

忆库的详情（图 2-6）、导入记录（图 2-7）及预览条目（图 2-8）。 

记忆库详情：可查看记忆库的基本信息（记忆库名称、创建时间、当前条目数量、状态、

语言方向、标签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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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记忆库详情页 

导入记录：用户可以查看该记忆库的导入文件记录。 

 

图 2-7 记忆库导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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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用户可在预览页面查看记忆库中的句对。用户不仅可以快速搜索记忆库中的句对，

还可对记忆库中的句对进行修改或者删除。 

 

图 2-8 记忆库内容预览 

2.1.4 编辑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编辑”，可编辑记

忆库的名称、分类标签和简介（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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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tmxmall.com                                                                   8 

 

图 2-9 编辑记忆库 

2.1.5 导入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导入”，即可将自

己本地的 TMX 文件导入到该翻译记忆库中（若没有 TMX 文件，可使用 Tmxmall 在线对齐

制作）。单击“选取文件”，选择上传的 TMX 文件后，单击“开始导入”（用户可上传一个

或多个 TMX 文件，系统导入时将自动去掉重复条目）。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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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导入 TMX 文件 

 

图 2-11 TMX 文件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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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导出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导出”，在弹出的

导出提示中（图 2-12），单击“导出”，选择保存路径即可完成记忆库导出。 

 

图 2- 12 记忆库导出 

2.1.7 清空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清空”，即可清空

该记忆库中的全部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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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3 记忆库清空 

2.1.8 删除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更多”—“删除”，即可将该

记忆库及其条目内容全部删除（一旦删除后记忆库内容不可恢复，请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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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记忆库删除 

2.1.9 共享记忆库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记忆库，鼠标单击“共享”，填写共享记忆库简介，

即可对该记忆库进行共享。 

提示：用户需登陆Tmxmall邮箱账号才可进行共享，系统将随机提交部分句对（不超过 1000句对）至Tmxmall

管理后台以便语料质量审核。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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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共享记忆库 

 

图 2-16 发布记忆库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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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查看共享 

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某一已共享的记忆库，鼠标单击“查看共享”，即可查

看共享详情，包括商品名称、简介、发布时间、状态和语言方向。 

 

图 2-17 查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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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共享详情 

2.2 我的共享 

2.2.1 新建共享 

用户可在我的共享中点击新建共享或我要共享记忆库，填写记忆库名称和简介，创建共

享记忆库（提示：用户需登陆 Tmxmall 账号才可进行共享）。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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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我的共享 

 

图 2-20 新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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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我的共享列表 

用户在我的共享页面可查看我的共享记忆库列表，包括记忆库的名称、语言方向、条目

数量、状态和操作入口（图 2-21）。 

 

图 2-21 共享记忆库列表 

2.2.3 查看共享 

共享记忆库分为“待审核”、“已上架”、“已下架”和“审核未通过”四种状态，皆支持

查看详情操作，查看详情可参阅 2.1.10 内容。 

2.2.4 取消共享 

对于“已上架”的翻译记忆库，单击“取消共享”则取消对该翻译记忆库的分享。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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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取消共享 

2.2.5 重新共享 

对于“已下架”和“审核未通过”的翻译记忆库，可返回我的记忆库对记忆库条目进行

修改后，单击“重新共享”，修改共享信息，重新共享记忆库。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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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修改共享信息 

2.2.6 共享收益 

共享收益可登录 Tmxmall 个人中心（http://www.tmxmall.com/user/center ）查看。登录

用户账号后，单击“语料商城”-“交易记录”，单击“收入明细”。选择查询的起止日期，

即可对语料名称、购买方式、金额、交易时间和状态进行查询。 

注：通过 TM ROBOT 交易的语料，交易记录可在交易完成的第二日零点查询，名称默认为“商城匹配”，

购买方式为“按需匹配下载”。结算周期为每自然月末统一结算。 

 

图 2-24 收入明细 

2.3 文件分析 

Tmxmall 语料商城共享交易平台推出文件分析功能，语料使用者只需将文档导入，即可

http://www.tmxmall.com/
http://www.tmxmall.com/user/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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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分析全球海量高质语料，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下载。单击“点此分析”，进入文件分析

页面。 

 

图 2-25 文件分析 

登录后，弹出“智能匹配语料”弹窗，选择语料方向，单击蓝色文件夹图标添加待分析

的文件。 

 

图 2-26 智能匹配语料 

系统将自动匹配 Tmxmall 语料商城和用户私有库的语料，语料商城的语料需付费下载，

用户私有库的语料可免费下载。可将匹配到的 TMX 文件下载至本地使用。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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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智能匹配语料结果 

2.4 TMX 分割 

单击“选取 TMX 文件”，选择保存路径，设置每个 TMX 包含的条目数，单击“开始”，

即可实现分割。 

 

图 2-28 TMX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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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TMX 分割效果 

2.5 消息中心 

用户登录后，可在右上角消息中心查看最新的消息动态，包括系统消息和记忆库审核通

知。 

 

图 2-30 消息中心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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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高级设置 

用户可根据自身计算机配置在顶部高级设置中对单个记忆库可导入的条目数和客户端

可导入的记忆库条目总数进行设置。 

 

图 2-31 高级设置 

2.7 版本更新 

在联网环境下，TM ROBOT 将自动下载更新，用户可手动安装新版本，也可在下次启

动客户端时自动安装新版本。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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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版本更新 

3 如何利用 TM ROBOT 共享语料 

为了更直观向用户展示 TM ROBOT 共享语料的使用方法，下面以《2017 年国务院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介绍如何新建并共享该语料。 

（1）新建记忆库。在我的记忆库中单击新建记忆库，输入记忆库名称、分类标签、简

介并选择语言方向。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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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创建记忆库 

（2）导入记忆库。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创建完成的记忆库，鼠标单击“更

多”—“导入”，单击“选取文件”，选择上传的 TMX 文件后，单击“开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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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导入记忆库 

（3）共享记忆库。用户在我的记忆库列表中，选择需要共享的记忆库，鼠标单击“共

享”，登录账号并填写共享记忆库简介，点击“提交”发送部分句对至 Tmxmall 后台进行质

量审核，审核通过后，实现对该记忆库的共享。 

 

图 3-3 记忆库共享 

4 如何在使用 CAT 工具时匹配共享语料 

TM ROBOT 共享的语料可以通过 API 接入到多种不同的 CAT 中使用，截止到目前，已

接入到 SDL Trados Studio 2017/2015/2014/2011/2009、memoQ、Transmate、Visual Tran 和

Tmxmall 在线翻译中使用。 

下面以 Trados 2017 为例，详细说明如何在使用 SDL Trados 2017 翻译过程中查询 TM 

ROBOT 的共享语料。 

4.1 商城设置 

用户需登录 Tmxmall 个人中心（http://www.tmxmall.com/user/center ），在商城设置中启

用“翻译时，检索语料商城中的语料”。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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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选项默认为启用。 

 

图 4-1 启用设置 

4.2 余额充值 

完成商城设置后，在“账户管理”-“余额管理”中，选择“余额充值”，以便匹配到语

料时支付费用。匹配到 TM ROBOT 共享语料后，系统将自动从余额中扣除相应金额。 

收费标准见下表： 

 

图 4-2 收费详情 

 

图 4-3 余额充值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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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载并安装 Tmxmall Plugin 3.2 

1. 访问 http://www.tmxmall.com/home/download?innertab=2 下载 Tmxmall 插件，如“Tmxmall 

Plugin for SDL Trados 2017”。 

 

图 4-4 下载插件 

2. 按默认设置安装 Tmxmall Plugin 插件。 

 

图 4-5 安装插件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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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置插件账号和 API Key 

完成安装后打开 SDL Trados Studio 2017。不论是创建单一文档翻译还是新建项目翻译，

在“记忆库和自动翻译”时，点击“使用”以添加 Tmxmall Plugin 插件。 

 

图 4-6 添加 Tmxmall 插件 

输入用户名和 API Key，单击“Test Login”，测试成功后点击“OK”即可。 

 

图 4-7 输入用户名和 API Key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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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用户没有账号，可以到 Tmxmall 官网注册（http://www.tmxmall.com/user/register）。注册完成后，登

陆到 Tmxmall 个人中心获取 API Key。 

 

图 4-8 查看 API key 

4.5 使用效果 

插件设置成功以后，在翻译的过程中会根据匹配度优先匹配 Tmxmall 公有云和用户私

有云翻译记忆库，若无匹配结果，则会自动匹配 Tmxmall 语料商城云平台和 TM ROBOT 共

享语料，给出翻译记忆库参考供用户使用。 

 

图 4-9 SDL Trados 2017 使用效果 

4.6 其他说明 

在使用 Tmxmall 在线翻译或 memoQ 进行翻译时，仅需进行 4.1 和 4.2 操作即可。 

http://www.tmxmall.com/
http://www.tmxmall.com/user/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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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Tmxmall 在线翻译使用效果 

5 交易记录及结算系统 

用户可在个人中心中“语料商城”-“交易记录”对所有交易和收入明细进行查询。所

有交易可查询语料名称、购买方式、交易类型、交易时间、交易方和金额，并可下载交易日

志。有关收入明细的说明详见 2.2.6 共享收益。 

 

图 5-1 所有交易 

 

http://www.tmxm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