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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介绍 

Tmxmall 在线对齐（http://www.tmxmall.com/aligner）是一款基于浏览器架构的专业语

料对齐平台。该平台技术先进、对齐效率高、操作简单。Tmxmall 在线对齐提供了非常人

性化的交互界面，方便用户快捷地调整对齐结果，极大程度上提高文档对齐效率和用户对齐

体验。其自主研发的智能对齐算法可以自动对齐原文及译文语料中“一对多、多对一、多对

多”的句子，使得原本需要人工介入的连线调整工作完全被自动化程序替代，从而大幅降低

人工干预的工作量，使对齐工作真正变得高效。具有支持语料制作、TMX 文件在线编辑、

术语提取、语料去重、查找与替换等功能。 

 

图 1-1 在线对齐主页 

1) 支持导入的文档类型 

 双文档对齐：（Office 系列）doc/docx、xls/xlsx、ppt/pptx、wps、rtf、pot、odt 等；

（网页文件）xml、html、xhtml 等；（其他常用文件）chm、txt、pdf 等。 

 单文档对齐：（Office 系列）doc/docx、xls/xlsx、ppt/pptx、wps、rtf、pot、odt 等；

（网页文件）xml、html、xhtml 等；（其他常用文件）chm、tmx、txt、pdf 等。单

文档对齐支持 TMX 文件的条目增加、删除与编辑。 

2) 支持的语种 

支持中文（简体/香港/台湾）、英语（美国/英国）、日语、韩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

法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印尼语、柬埔寨语、老挝语、

马来语和菲律宾语，共 19 种语言，342 种语言对。 

3) 支持的文件大小 

txt 文档最大不超过 1M；其余类型的文档最大不超过 5M。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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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操作 

2.1 界面介绍 

 

图 2-1 在线对齐界面 

导出：执行对齐结果导出（可导出 TMX 文件、Excel 工作簿和文本文档三种格式的文

件）。 

对齐：执行句对对齐。 

回退（Ctrl+Z）：撤销上一步操作。 

重做（Ctrl+Y）：恢复上一步操作。 

合并（Ctrl+C/M）：选中某单元格（行），按住 Shift（或 Ctrl）并选中其余需要合并的

单元格（行），点击合并，完成合并句对操作。 

拆分（Ctrl+Enter）：双击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鼠标单击需要拆分的位置，点击拆分，

完成拆分句对操作。 

上移（Ctrl+↑）：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上移，完成操作。 

下移（Ctrl+↓）：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下移，完成操作。 

对调（X）：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对调，完成同一行左右两列内容对调。 

插入（Ctrl+I）：选中某单元格（行），点击插入，完成操作。 

删除（D/Delete）：选中要删除的单元格（行），点击删除，完成操作。 

术语提取：可在翻译记忆库制作完成基础上提取双语术语。 

高级功能：包含“语料去重”和“查询&替换”两项功能。 

语料去重：包含“原文=译文”、“一句多译”和“一键去重”三项功能。 

原文=译文：筛选 TMX 文件中原文与译文（左右两列）完全相同的句对。 

一句多译：筛选 TMX 文件中原文对应多种译文的句对，并可根据需要选择“随机保留

一条”。 

一键去重：去除 TMX 文件中内容完全重复的句对，只保留一条。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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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替换：查询和替换 TMX 文件中的用户指定单词或词组。 

帮助：功能使用说明。 

检测语言：选择对齐文件语言走向。 

双文档对齐：选择双语文档对齐。 

单文档对齐：选择单文档对齐。 

转换 PDF：可将扫描版 PDF转换成文字，再进行对齐。 

开始对齐前，可将光标停在页面右上角的“帮助”，了解基本操作。 

 

图 2-2 帮助页 

 选中：①点击单元格：选中单元格；②点击序号：选中整行；③按住 Shift（或 Ctrl）并

单击：可选中多个单元格（行）（Shift+↑/↓）。 

 编辑：双击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可编辑修改单元格内容。 

 合并：选中某单元格（行），按住 Shift（或 Ctrl）并选中其余需要合并的单元格（行），

点击合并，完成操作。（Ctrl+C/M） 

 拆分：双击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鼠标单击需要拆分的位置，点击拆分，完成拆分句对

操作。（Ctrl+Enter） 

 上移：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上移，完成操作。（Ctrl+↑） 

 下移：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下移，完成操作。（Ctrl+↓） 

 对调：选中（可多选）单元格（行），点击对调，完成同一行左右两列内容对调。（X） 

 插入：选中某单元格（行），点击插入，完成操作。（Ctrl+I） 

 删除：选中要删除的单元格（行），点击删除，完成操作。（D/Delete） 

 提醒：  

1、 若您在对齐过程中，出现网络中断或者断电等情况，请不要担心之前对齐结果丢失，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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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器已经在本地自动帮您保存最近一次的对齐结果！ 

2、 绿色和黄色表示执行句对齐时，所有执行过段落拆分的句子都会用绿色或黄色标记

出来，方便使用者在检查环节重点校对句对拆分的准确性。用绿色和黄色分别代表

奇数段和偶数段，以示对相邻两个段落加以区分，该功能可以有效防止用户将不属

同一段落的句子错误合并。 

2.2 选择对齐模式 

2.2.1 双文档对齐 

双文档对齐是指对齐两个不同语言的文件。例如一个中文文档，一个英文文档。 

 

图 2-3 双文档对齐页 

2.2.2 单文档对齐 

单文档对齐，是指对齐一个文件，该文件可以是原文译文上下对照的所有文件、上下/

左右对照的 Excel 单文档、以及 TMX文件。 

例：原文译文上下对照模式： 

 

图 2-4 上下对照文件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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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导入文档 

2.3.1 双文档导入 

① 单击双文档对齐；②分别导入待对齐的文件。 

 

图 2-5 双文档导入 

 

图 2-6 双文档导入成功 

2.3.2 单文档导入 

① 单击单文档对齐；②导入待对齐的单文档。 

 

图 2-7 单文档导入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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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单文档导入成功 

2.4 段落调整 

文档导入成功后，用户通过合并、拆分、上移、下移、调换、插入和删除等操作手动调

整文档，使左右两列段落语义对应，并将段落总行数一致。利用快捷键并结合鼠标右键菜单，

会极大提高对齐效率。 

 

图 2-9 段落总行数一致 

http://www.tmxmall.com/


上海一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ww.tmxmall.com                                                                   7 

2.5 句对调整 

段落调整后，单击“对齐”按钮，系统将自动将段落拆分成句对，拆分完成后，用户只

需通篇检查并通过合并、拆分、上移、下移、调换、插入和删除等操作将句对进行微调整，

将句对总行数一致即可。利用快捷键并结合鼠标右键菜单，会极大提高对齐效率。 

 

图 2-10 句对总行数一致 

 绿色和黄色表示执行句对齐时，所有执行过段落拆分的句子都会用绿色或黄色标记出来，

方便使用者在检查环节重点校对句对拆分的准确性。用绿色和黄色分别代表奇数段和偶数段，

以示对相邻两个段落加以区分，该功能可以有效防止用户将不属同一段落的句子错误合并。 

 

图 2-11 对应文档的颜色标记示例 

2.6 导出 

将两列的总行数调整一致后，即可导出对齐结果。用户可选择语言方向和导出的格式，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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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文件名并按需选择是否同步到私有云记忆库。导出格式支持 TMX文件（*.tmx）、Excel

工作簿（*.xlsx）、上下对照的文本文档（换行符分隔）（*.txt）和左右对照的文本文档（制

表符分隔）（*.txt）。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导出文件。 

 

图 2-12 导出选项 

单击确定后，浏览器会弹出下载文件窗口。 

注:导出文件时只支持浏览器直接下载，暂不支持迅雷等第三方下载工具。如需取消迅

雷等默认下载工具，可参考对齐页面右上角帮助内容。 

2.7 术语提取 

调整两列总行数一致后，可根据需要选择术语提取（仅支持中英术语提取），单击“提

取术语”，设置语言方向和词频：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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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 术语提取设置 

单击确定后，将自动提取术语，提取完成后单击“查看结果”。 

 

图 2-14 提取完成 

用户可设置词频筛选术语，并对术语进行编辑或删除。编辑完成后，用户可选择勾选要

导出的术语，将其导出 Excel 或保存至私有云术语库及术语宝。 

 

图 2-15 术语提取结果 

2.8 高级功能 

高级功能包括两大模块：语料去重&查询与替换（注：此面板可随意拖动）。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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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高级功能 

2.8.1 语料去重 

语料去重包括：（1） 原文=译文 （2）一句多译 （3）一键去重。 

（1） 原文=译文 

“原文=译文”指筛选 TMX 文件中原文与译文（左右两列）完全相同的句对。 

单击“原文=译文”，可筛选出记忆库中原文与译文两列内容完全相同的句对，用户可

按需选择性进行删除。 

 

图 2-17 筛选出“原文=译文”的句对 

  删除完成后，单击高级功能面板中的关闭按钮，可显示剩余数据。 

 

图 2-18 关闭按钮 

（2） 一句多译 

“一句多译”指筛选 TMX 文件中原文对应多种译文的句对，并可根据需要选择“随机

保留一条”。 

单击“一句多译”，可筛选出记忆库中一句原文对应多句不同译文的句对，用户可按需

选择性进行删除。若单击“随机保留一条”，将默认保留第一条结果。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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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一句多译 

删除完成后，单击高级功能面板中的关闭按钮，可显示剩余数据。 

（3）一键去重 

一键去重是去除 TMX 文件中内容完全重复的句对，只保留一条句对。 

单击“一键去重”，系统会去除文件中多条完全重复的句对，只保留一条句对（注：一

键去重操作无法撤销，请谨慎操作）。 

 

图 2-20 “一键去重”前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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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一键去重”后 

2.8.2 查询与替换 

单击“查询与替换”，在查询文本框中输入要查询的内容，页面会自动筛选出含有该关

键词的句对。 

 

图 2-22 查询 

若执行替换操作，只需在替换文本框中输入要替换的内容，单击 ok，即可完成全文替

换。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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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替换 

3 特色功能 

3.1 PDF转换 

如有扫描版的 PDF，可将文件转换成文字后再执行对齐操作。单击在线对齐页面上“扫

描版 PDF？点此转换”可进入 PDF 转 Word 转换器页面。可直接将 PDF 文件拖入后进行转

换下载。 

 

图 3-1 PDF 转换器 

3.2 快捷键和右键菜单 

为提高对齐效率，在线对齐引入了快捷键和右键菜单功能。用户在对齐过程中利用快捷

键结合右键菜单，大幅提高对齐效率。 

快捷键说明：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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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退（Ctrl+Z）、重做（Ctrl+Y）、合并（Ctrl+C/M）、拆分（Ctrl+Enter）、上移（Ctrl+

↑）、下移（Ctrl+↓）、对调（X）、插入（Ctrl+I）、删除（D/Delete） 

 

图 3-2 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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