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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线辅助翻译平台 

1.1 简介 

为了降低译员的软件操作难度，真正辅助译员翻译，Tmxmall 经过市场调研、需求分析、

详细设计、严苛测试，现正式推出轻量级、操作简单、连有海量中英双语语料的“Tmxmall

在线翻译辅助平台”。（网址：http://www.tmxmall.com/cat）  

 

图 1 在线翻译主页 

1.2 主要特点 

相较于其他同类翻译辅助产品，该平台具有如下特点： 

1) 依托海量语料大数据：该平台与 Tmxmall 公有云无缝对接，从此你无需再为“语

料”“术语”心累。体量虽小的他，却有着 7200 万高质量中英双语语料，及 1000

万高质量中英术语，能够帮你预翻译、提供信息检索，全程辅助翻译！ 

2) 私有云记忆库助你协同翻译：该平台与 Tmxmall 私有云无缝对接，可帮助您及您

的团队，基于 Tmxmall 私有云真正实现协同翻译。无论您的团队成员喜欢用 SDL 

Trados 还是 Tmxmall 在线辅助翻译平台，均能实现无缝协作翻译。 

3) 术语管理：该平台能毫秒级速度准确识别术语；支持术语库实时检索；添加的新术

语能实时同步术语至私有云术语库。 

4) 快速预翻译：Tmxmall 公有云记忆库、私有云记忆库库、有道机器翻译三大侠帮您

快速预翻译。 

2 主页界面描述 

主页包括语言方向的选择、载入原文及开始翻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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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在线翻译主页 

 语言方向：目前 Tmxmall 在线辅助翻译平台，支持中英和英中两个语言对。 

 载入原文：①输入或者复制粘贴文字；②上传不大于 5M 的 docx 或 xliff 格式的文

档。 

 开始翻译按钮：单击按钮，会跳转至翻译主界面。 

3 翻译界面描述 

翻译界面从上往下分为是六个模块：（1）菜单栏；（2）参考翻译栏；（3）术语栏；（4）

翻译栏；（5）翻译状态栏；（6）翻译进度栏。 

 

图 2-2 在线翻译 6 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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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菜单栏 

菜单栏从左到右包括导出文档、导出 TMX、预翻译、高级设置和帮助五个菜单。 

3.1.1 预翻译 

用户翻译之前，可以单击 ，将原文通过 Tmxmall 公有云记忆库、私有云记

忆库或机器翻译进行预翻译。 

 

图 3-1 预翻译设置 

3.1.2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包括：（1）机器翻译的启用；（2）Tmxmall 总库的启用；（3）私有云记忆库的

启用；（4）最低匹配率的设置；（5）是否自动应用翻译； 

设置私有云记忆库的启用：需要前往用户的个人中心-私有云-记忆库管理，启用或者取

消启用相应的记忆库。只读记忆库：是指仅支持用户查询该记忆库；读写记忆库：是指不仅

支持用户查询该记忆库，还支持用户将翻译的句对实时同步至该记忆库。 

自动应用翻译：是指鼠标光标停留在译文输入框处，参考译文会自动填充至译文输入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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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高级设置 

3.1.3 导出文档 

用户在翻译栏输入译文后，单击 ，即可导出译文。 

 

图 3-3 已翻译的界面 

 

图 3-4 导出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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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下载译文 

 

图 3-6 下载后的译文 

3.1.4 导出 TMX 

用户在翻译栏输译文之后，单击 ，即可导出 T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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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已翻译的内容 

 

图 3-8 导出 t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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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自动下载 tmx 

3.1.5 帮助 

帮助包括：（1）如何将翻译的句对实时写入至私有云记忆库；（2）翻译状态的含义。 

 

图 3-10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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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考翻译栏 

Tmxmall 在线翻译根据原文，检索 Tmxmall 公有云记忆库、用户的私有云记忆库、有道机

器显示参考翻译。 

3.2.1 记忆库+机器翻译的参考翻译栏 

参考翻译栏根据高级设置中的最低匹配率，显示大于等于最低匹配率的参考翻译。 

参考句对按照匹配率，从高至低排序。 

 

图 3-11 参考翻译栏 

3.2.2 相关搜索 

相关搜索支持双向检索，用户在输入框中输入中文显示英文参考翻译；也可以输入英文，显

示中文参考翻译。 

相关搜索不受匹配率限制，即与高级设置中的最低匹配率无关 

快捷操作：选中相应的原文并右击选择“相关搜索”，会显示相应的参考翻译。 

 

图 3-12 相关搜索栏 

3.3 术语栏 

术语栏包括：术语识别、术语库搜索、添加术语。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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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术语栏 

3.3.1 术语识别 

术语识别：包括术语原文、术语译文、术语库名称。 

鼠标单击译文输入框，自动识别该行的术语。 

 

图 3-14 术语识别 

3.3.2 术语库搜索 

术语库搜索仅支持单向检索，用户根据术语原文来检索术语库。 

术语库搜索可检索 Tmxmall 公有云术语库和私有云术语库。 

显示的内容有：术语原文、术语译文、术语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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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术语库搜索 

3.3.3 添加术语 

用户输入原文、译文并选择术语库，将术语添加至术语库。若无合适的术语库，可单击 ，

快速创建术语库。 

 

图 3-16 添加术语 

用户也可选择术语原文，右击添加选择“添加术语”，则选中的术语原文就会显示在术语栏： 

 

图 3-17 添加术语原文 

用户可以在术语译文输入框中输入译文，或者选中译文并右击选择“添加术语”，即可将术

语译文自动填写至译文输入框。 

 

图 3-18 添加术语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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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术语译文添加成功 

3.4 翻译栏 

编辑译文时： 

1) 无参考翻译时：用户直接在译文处输入译文； 

2) 有参考翻译，但没有在高级设置中勾选“自动应用翻译”：双击参考翻译栏中相应

的句对，该句对会自动输入至译文处； 

3) 有参考翻译，并在高级设置中勾选了“自动应用翻译”：鼠标光标停留在译文输入

框处，参考译文会直接填写至译文输入框处。 

编辑译文结束，使用快捷键 Ctrl+Enter，保存译文至私有云记忆库。 

1) 若已创建“私有云读写库”，并已启用：Ctrl+Enter 后，会实时写入该读写库； 

2) 若已创建“私有云读写库”，但未启用：先启用，再按 Ctrl+Enter，会实时写入该读写库； 

3) 若无“私有云读写库”：请至个人中心-私有云-记忆库套餐，创建并启用私有云读写库。 

3.5 右击选项 

右击原文，出现 4 种快捷操作：相关搜索、添加术语、合并句段、将原文复制到译文。 

 

图 3-20 右击选项 

3.5.1 相关搜索 

选中词句，右击选择“相关搜索”，搜索结果将显示在相关搜索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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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右击选项-相关搜索 

3.5.2 添加术语 

选中术语原文，右击“添加术语”，术语栏中会显示该术语原文： 

 

图 3-22 右击选项-添加术语 

同理，选中术语译文，右击“添加术语”，术语栏中会显示该术语译文。 

3.5.3 合并句段 

选中两行，并右击“合并句段”： 

 

图 3-23 合并句段前 

合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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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合并句段后 

3.5.4 将原文复制到译文 

原文中，右击选择“将原文复制到译文”： 

 

图 3-25 复制前 

单击后： 

 

图 3-26 复制后 

3.6 翻译状态栏 

 

图 3-27 翻译状态栏 

3.7 翻译进度栏 

翻译好一行原文，并 Ctrl+Enter 提交，左下角的已翻译会加 1，可以查看具体多少条句

对已写入私有云记忆库。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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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翻译进度 

4 如何完整地翻译一篇文档 

4.1 上传文档 

单击 ，选择不大于 5M 且 docx 或 xliff 格式的原文，单击

进行翻译。 

4.2 启用记忆库 

登录至个人中心-私有云-记忆库管理，启用私有云记忆库。个人中心没有私有云记忆库，

请查看 4.2.1；私有云有私有云记忆库，请查看 4.2.2。 

4.2.1 没有记忆库 

若用户目前没有私有云记忆库，则需要先创建私有云记忆库。私有云记忆库分为只读和

读写两种类型。只读记忆库：是指仅支持用户查询该记忆库；读写记忆库：是指不仅支持用

户查询该记忆库，还支持用户将翻译的句对实时同步至该记忆库。 

若用户只想查询记忆库，可以创建只读记忆库，并往该记忆库导入 tmx，方便查询； 

若用户不仅想查询还想将翻译的句对写入私有云记忆库，可以创建读写记忆库，便于将

翻译的结果作为语料数据存储在云端。 

创建并导入记忆库结束，勾选启用，用户翻译时可以查询或查询并写入该记忆库。 

4.2.2 有记忆库 

直接勾选“启用”。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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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启用记忆库 

4.3 预翻译（可选择） 

单击“预翻译”，设置匹配率。若达到匹配率，Tmxmall 公有云记忆库和私有云记忆库

会进行预翻译。若未达匹配率，且勾选“TM 未达到匹配率，则用机器翻译填充”，会调用

有道机器翻译进行预翻译。 

 

图 4-2 预翻译设置 

4.4 高级设置 

设置启用机器翻译、启用记忆库、Tmxmall 总库、最低匹配率、是否自动应用翻译。 

http://www.tmxm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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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高级设置 

4.5 翻译 

4.5.1 未自动应用翻译 

若高级设置中，未勾选“自动应用翻译”，鼠标光标停留在译文输入框处，双击参考翻

译栏中的相应句对，参考译文会自动填写至译文输入框处。 

 

图 4-4 双击参考译文 

 

图 4-5 应用参考译文 

4.5.2 自动应用翻译 

若高级设置中，已勾选“自动应用翻译”，鼠标光标停留在译文输入框处，参考译文会

自动填充至译文输入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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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自动应用参考译文 

4.6 提交翻译 

译文内容输入之后，需要将此翻译好的句对提交至私有云记忆库（个人中心的私有云读

写库需启用），快捷键 Ctrl+Enter 可提交翻译句对至记忆库。 

提交之后， 会变为 。且左下角的已翻译会从 0 变为 1。 

4.7 导出文档 

用户未提交翻译句对至记忆库，也支持导出文档。导出文档时，可对该文档重命名。导

出的文档具体形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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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打开下载的译文 

4.8 导出 TMX 

用户未提交翻译句对至私有云记忆库，也支持导出 TMX。导出 TMX 时，可对该 TMX 重命

名。TMX 推荐导入 Tmxmall 在线对齐或者私有云查阅内容，也可用 Olifant 软件打开查阅。

用 Olifant 软件打开后如下图所示： 

 

图 4-8 打开下载的 t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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