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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语料商城

1.简介

Tmxmall 语料商城是全球专业的语料交易平台，提供语料发布和管理、语料交易、账户管理、支

付结算等功能，让语料快速持续增值。同时，语料商城与语料云管家全面打通，用户购买的语料

可全部交由语料云管家管理，更加便捷高效。

2.主要特点

 语种丰富

包含中文、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泰语等近50种语言的语料。

 类别多样

包含法律、新闻时政、金融、游戏、机械、医学、专利、IT等30余类语料。

 时效性强

热点事件语料更新及时，语料持续动态更新。

 高度的安全性

采用了企业级数据安全保障技术，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不外泄。

 简单的操作性

操作简单，仅需几步，即可实现语料交易。

 销售“零”看管

卖家仅需将语料存储在Tmxmall语料云管家，即在语料商城发布即可，无需看管。语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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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销售款会定期划入卖家的支付宝账号中。

 收货“零”等待

买家可按照相应购买方式购买语料，零延时，无需等待。

本使用手册分为买家版和卖家版，用户可根据自身需要查看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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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买家操作指南

本节介绍买家如何在Tmxmall语料商城中购买语料，方便广大翻译公司、高校师生和自由译者

能够快速便捷地在Tmxmall语料商城购买使用语料资源。

1. 注册Tmxmall账号

1 访问Tmxmall官网，单击页面右上角“注册”，完成账号注册。

2 注册完成后，访问Tmxmall语料商城。

https://www.tmxmall.com/
https://www.tmxmall.com/store


6

2. 在商城中检索所需语料

Tmxmall语料商城提供三种语料搜索方式，分别为关键词、领域分类和语言方向进行搜索。

1 按关键词检索

买家可在页面中央上方的搜索框内输入语料关键词，点击“搜索”，即可检索相关语料。

2 按领域分类检索

点击页面左侧的语料领域具体分类，买家可根据语料所属领域进行检索。

3 按语言方向检索

单击某一语言方向，系统即可显示商城中所有相关语言对的语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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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语料商品信息

检索到您需要的语料后，点击该语料商品，进入语料详情页，如图所示。

语料详情页可显示语料的文件名、类别、简介、总条目数、语言方向以及30条预览信息（由系统

随即挑选）。您可根据展示出的预览语料，自行评估语料质量，决定是否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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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购买语料

语料商城支持记忆库和术语库购买。

1 记忆库购买

买家单击“立即购买”，跳转至支付宝或微信支付页面。支付后即完成对该语料商品的购买，系统

会立即自动发货。

2 术语库购买

买家单击“立即购买”，选择下载文件格式，单击“购买”，即跳转至支付宝或微信支付页面。支付

后即完成对该语料商品的购买，系统会立即自动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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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查看已购语料

买家可前往“个人中心-语料商城-交易记录-所有交易”，所有售出和购买的语料都可在此查看。

6. 使用已购语料

购买下载至本地的语料库可直接在SDL Trados、memoQ、YiCAT等CAT工具和云平台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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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布语料需求

如买家未在语料商城中检索到需要的语料资源，可在语料商城语料需求模块单击的“发布需

求”，填写相关信息，并单击“确定”。

工作人员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对您发布的需求进行审核，通过后即可刊登在“最新语料需求”
中。若有卖家拥有相关语料联系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与买家取得联系。

8. 收藏语料

您可点击语料详情页中的“收藏语料”，收藏自己喜欢的语料。收藏后，您可在个人中心-语料商

城-语料收藏中查看。

点击“取消收藏”，取消对该语料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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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卖家操作指南

1. 发布语料

(1) 发布记忆库
1 在语料商城中发布语料需事先将记忆库上传至语料云管家，具体步骤详见语料云管家使

用指南。

2 进入语料云管家-记忆库管理，选择要发布的翻译记忆库，点击“发布到商城”。

3 填写待发布记忆库的简介、定价和敏感词等信息，同意商城使用协议，单击“发布”。

4 Tmxmall工作人员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对您的语料进行审核。您可在“语料云管家-我的记忆

库”中，通过点击该语料条目中的“查看已发布”，查看语料的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您的语料将

自动在商城中上架。

(2) 发布术语库
1 在语料商城中发布语料需事先将术语库上传至语料云管家，具体步骤详见语料云管家使

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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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语料云管家-术语库管理，选择要发布的术语库，点击“发布到商城”。

3 填写待发布记忆库的简介和定价信息，同意商城使用协议，单击“发布”。

4 Tmxmall工作人员将在两个工作日内对您的语料进行审核。您可在“语料云管家-我的术语

库”中，通过点击该语料条目中的“查看已发布”，查看语料的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您的语料将

自动在商城中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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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语料

卖家可以通过语料管理功能管理自己发布的语料。已发布的语料库可以在“个人中心-语料商城-语料

管理”中展示，同时也支持对发布的语料进行下架和重新上架以及查看详情等操作。

3. 查看语料收益

卖家可前往“个人中心-语料商城-交易记录”中查看所有交易和收入明细，并可以下载交易详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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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语料收益结算

语料结算收益将通过卖家的支付宝账号发放。您可前往个人中心，点击头像-修改资料，填写或修改

支付宝账号。

(1) 结算周期

Tmxmall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或次月第一个工作日。

(2) 结算规则

每交易一笔，Tmxmall收取卖家25%的手续费。即卖家售出一份10元的语料，则Tmxmall收取2.5元的

手续费。售出金额不超过1元的语料当月不予结算，可积累到交易金额满1元时，一并结算。

若购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则由Tmxmall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且在给卖家结算语料收益时扣除发票税

点。

(3) 扣税说明

Tmxmall将依据国家规定为卖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个人账户的收入属个

人劳动报酬，依据国家关于个人所得税规定计税方法如下：

1 费用扣除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减除费用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定额减除20%25的费用。

案例一、a卖家当月收入为800元，则无需缴税；

案例二、b卖家当月收入为3000元，则应纳税额=（3000-800）x20%=440元

2 应纳税额计算

如果纳税人的每次应税劳务报酬所得超过20000元，应实行加成征税，其应纳税总额应依据相应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至5万元的部分，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加征五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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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所得税额x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案例三、c卖家主当月收入为10000元，则应纳税额=[10000x（1-20%）]x20%=1600元劳务报酬所得

适用税率表，附：

级数 每次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元）

1
不超过20000元的部分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17

第四章 常见问题

1. 语料交易如何定价？

系统根据语料句对数量会给出定价参考区间，用户可根据参考自行理性定价。

2. 记忆库审核的原则是什么？

Tmxmall管理员会在管理后台采取抽样审核的方式，综合记忆库的质量、语料对齐的准确度、与语料

商城及语料快搜平台现有语料的重复率给出审核结果。

3. 语料审核周期是多久？

语料商城语料审核周期为两个工作日（48小时）。

4. 语料收益如何结算？

(1) 结算规则：

每交易一笔，Tmxmall收取卖家25%的手续费。即卖家售出一份10元的语料，则Tmxmall收取2.5元的

手续费。售出金额不超过1元的语料不予结算，可积累到交易金额满1元时，一并结算。

若购买方要求开具发票，则由Tmxmall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且在给卖家结算语料收益时扣除发票税

点。

(2) 扣税说明：

Tmxmall将依据国家规定为卖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附：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

个人账户的收入属个人劳动报酬，依据国家关于个人所得税规定计税方法如下：

1 费用扣除

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减除费用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定额减除20%的费用。

案例一、a卖家当月收入为800元，则无需缴税
案例二、b卖家当月收入为3000元，则应纳税额=（3000-800）x20%=440元

2 应纳税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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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纳税人的每次应税劳务报酬所得超过20000元，应实行加成征税，其应纳税总额应依据相应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万元至5万元的部分，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加征五成；超

过5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所得税额x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案例三、c卖家主当月收入为10000元，则应纳税额=[10000x（1-20%）]x20%=1600元劳务报酬所

得适用税率表，附：

级数 每次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元）

1
不超过20000元的部分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5. 结算周期是多久？

Tmxmall的结算周期为每月一次。结算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或次月第一个工作日（如遇节假日

顺延）。

6. 如何查看自己的收益？

可在“个人中心-语料商城-交易记录”中查看所有交易和收入明细。

7. 怎么查看已购买的语料？

打开“个人中心—语料商城—所有交易”，选择所有交易，所有售出和购买的语料都可在此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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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付成功后，什么时候发货？

支付成功后，系统会立即自动发货。

9. 能否退换货？

考虑到数据产品的特殊性，Tmxmall语料商城的产品一旦交易成功，暂不支持退换货。如需售后支持

服务，请联系Tmxmall官方客服QQ 3169665331。

10.语料购买支付的方式有哪些？

Tmxmall语料商城目前支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11.我有大批量采购需求怎么办？

如您有大批量的采购需求，可发送邮件至services@tmxmall.com或添加Tmxmall官方客服

QQ3169665331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络。

12.购买语料后如何索取发票？

Tmxmall默认开具电子发票，您可在下方表单中填写发票信息，工作人员收到申请后会在七个工作日

内开具并发送至您的邮箱。

若您在语料商城购买语料需要开具发票，因涉及语料结算日与卖家税点扣除事宜（每月最后一个工作

日为语料商城卖家结算日），请买家于购买语料当月内提出发票申请，超出申请时间的发票请求将不

予受理。

表单地址：http://cn.mikecrm.com/DnCBSBJ

若您需开具纸质发票，请联系工作人员QQ：3169665331、3187766758。

mailto:services@tmxmall.com
http://cn.mikecrm.com/DnCBS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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