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unicator 5
培训卡片



这些是您的 Communicator 5 培训卡片，它们将帮助您上手使用您的新设备，其中
包括日常使用的方法以及基本编辑的分步说明。

Communicator 5 提供多种沟通页面和屏幕键盘，还有经过无障碍优化的工具，可
用于电子邮件、红外遥控等多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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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在培训卡片上有许多二维码链接，使用微信或手机相机扫描二维码，
来获取指导视频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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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培训: www.tobiidynavox.com/zh/support-training

中国技术支持: 0512-69362880-814

注:

重要信息

1

微信公众号：
TobiiDynavox

http://www.tobiidynavox.com/zh/support-training


Communicator 5 术语表

按钮
页面上用户可以选择的格子。按钮中包
含声音、字词、短语或句子。按钮还可
更改设置。

页面
一次可以看到一组按钮的屏幕。页面上
的按钮也可以链接到其他页面，打开新
的内容。

页面集
通常基于一个主题的一系列页面。例
如，页面集有可能基于与电子邮件或短
信相关的内容、常用短语或者自定义页
面（例如：包含有关最喜欢电视节目内
容的页面）。页面集可能是一个页面，
也可能是多个页面。

用户
用户配置文件中包含了某个用户的所有
页面集、设置、短语与通讯录。

主页
起始页，用户可以通过它访问其他的页
面集，例如：键盘、电子邮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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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方式
用户激活屏幕上按钮的方
式。Communicator 5 中提供四种选择。

眼控模式 
用目光注视的方式操作设备。

触摸/鼠标 
点按触摸屏或单击鼠标左键。

鼠标停留 
将鼠标指针在某个区域内停留一段预
先定义的时间。这样可无需单击鼠
标。 

外置按钮扫描 
当页面上的一个或一组按钮高亮显示
时，按下外置按钮开关，将会激活该
按钮或该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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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or 5 术语表

快捷菜单
方便您使用一些常用的功能与命令，特
别是在导航和个性化主页的时候。只能
通过触摸或使用鼠标操作此菜单。

可以使用下面两种方式打开快捷菜单:

 ■单击鼠标右键。

 ■按住屏幕约1秒后松手。

设置

 ■使用任何输入方式的用户都可操作设置
菜单。

 ■通过设置菜单，您可以改变音量、亮
度、输入设置、键盘设置等等。

 ■可在主页上访问设置菜单。

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中的项目只能通过触摸或使用
鼠标进行操作。

 ■在快捷菜单上能找到“高级设置”。

 ■此处有六个选项卡：
 � 输入
 � 键盘和语言
 � 声音
 � 应用
 � 用户设置
 � 系统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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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主页

主页上提供的项目仅为建议。您可根据需要移除或添加额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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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步骤仅能通过触摸或使用鼠标访问。

打开快捷菜单。

选择高级设置。

选择系统。

选择启用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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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本式沟通。

浏览提供的不同页面集。

选择所需项。

选择添加到主页。

选择您想要移除的项目。

选择移除。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移除进行确认。

移除页面集:
选择编辑主页.

添加页面集
Select All Page Sets.1 1

2 2

3 3

4 4

5

有用的提示
启用主页上的状态栏，确保能够快速监测注视跟踪状态、设备电池使用量
与 Wi-Fi 连接状态。



Message Banking

Message Banking 将通过录制的消息（录音）来保留您自己的自然语
音。可稍后在 Communicator 5 等沟通软件中使用这些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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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age Banking 基本信息
Tobii Dynavox Message Bank 提供免费的服务，您可
以收集、整理和储存录制的消息，直到你需要使用这些
语音为止。可在任何能够回放这些消息的系统上下载和
使用消息。

步骤 1：选择要录制和存储的消息。
利用一些时间思考对于您重要的短语、消息与故事。

步骤 2：录制您的消息。
录制消息的方法有两种。

将消息直接录制到 Communicator 5。

将消息录制到高质量数字录音机，然后将其上传
至 Tobii Dynavox Message Bank。我们推荐使用 
Zoom H1 便携式数字录音机。

步骤 3：将存储的消息下载至 Communicator 5。

从压缩的 Message Bank 文件导入您的 .wav 音频文件。

录音文件将自动导入到“我的短语”中，并自动添加到短语页面。

导入的消息将按照您在Message Bank中指定的标签归类。

扫描此二维码了解关
于Message Banking 
的更多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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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提示
务必尽早开始保留语音的过程，这样可以捕捉到你高质量和高清晰度的
语音。



常见问题

Message Banking 的受益者可能是谁？
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症 (ALS)、运动神经元病 (MND) 
或者帕金森病等退行性疾病的患者；需要进行全舌切除
或全喉切除的个人；已经有计划进行需要使用插管或使
用呼吸机的手术的患者也可能是 Message Banking 的
适合人选。

是否每次使用设备时都需要校准？
不需要。您的校准配置文件将被系统保存。  不过，如
果您发现设备不准确，应检查您的跟踪状态，如果您正
坐在非常明亮的空间内（例如窗户附近），请考虑拉窗
帘。您可以始终根据需要重新校准。

如果我在校准设备方面有问题，应怎么办？
扫描上方二维码，对校准进行故障排除。

我能否使用设备进行远程通信（例如：发邮件）？
可以！您可以使用 Communicator 5 发送电子邮件。 

当有人存在肢体行动困难而无法直接用手操作设备时，
是否有解决方法？
可以！用户可有多种方法在 AAC 设备上进行选择。
这通常称作访问方式。无法触摸屏幕的用户考虑使用
眼控、头控或者扫描作为主要选择模式。  扫描此二维
码，观看在关于高科技AAC设备上输入（访问）方式的
视频。

扫描此二维码，对校
准进行故障排除。

扫描此二维码，在高
科技设备上观看关于
访问方法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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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探索！

利用这些活动来熟悉您的设备吧。

需要避免的常见错误：

 ■ 您无需从头创建内容。我们已经为您搭建了框架，花时间 熟悉 Communicator 5 
里的内容，然后必要时为用户进行个性化编辑。

 ■不要对您自己或者用户施加太大压力。一开始便准确完成每一项任务并不现实。犯
错误没关系。

 ■不要沮丧。眼控需要学习和练习才能熟练掌握，也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事半功
倍。

节省时间：

 ■ 利用输入法的缩写和文字预测功能。

 ■ 准备是关键。您将要进行的许多互动是可预测的，这样您无需每次打字，只要添加
重要短语便可快速地重复使用。

 ■ 务必准备一种备用的沟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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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电脑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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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互动菜单（菜单环绕在你想要选择
的对象周围），您可以完成不同的电脑
操作（包括使用桌面上的软件和上网）

如何操作此软件？
使用 TD Control 软件通过眼睛控制电
脑。 

键盘的样式如何？

键盘经过特殊设计，可使您快速和高效
操作您所需的内容。

使用侧部的菜单，您可以操作电脑（包
括使用桌面上的软件和上网）

如何操作此软件？
使用眼睛或外置按钮操作桌面。

键盘的样式如何？

提供与 Communicator 5 中的键盘布
局匹配的不同键盘布局，便于您快速熟
悉。

如何加快打字速度？
两种软件都设计了加快打字速度的文字预测功能。文字预测将学习您常用的词。您
在 Communicator 5 中保存或使用过的短语也可以被调用。

提供哪些语言？
两种软件都提供多种语言，包括中文。

Communicator 5  
Windows 访问

这个软件是什么？

TD Control

这个软件是什么？



T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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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ontrol 采用一种全新的且更加直观的选择方式，叫做“Interaction 
First”。首先选择你想要操作的对象（例如：一个文件或快捷方式），
然后选择你想要进行的操作。

它是如何运行的？
当您环视屏幕时，您会发现有一个半透明的追踪圆圈跟
随您的目光移动。

如果要对桌面上的某个对象进行操作，注视目标后，追
踪圆圈会发生变化，从而显示出可以用眼睛选择的工具
按钮。

注视激活工具按钮，使整个互动菜单出现。从顶部按顺
时针方向，依次显示为滚动、右键单击、键盘、调整准
确性、单击并拖动、左键单击以及左键双击图标。

选择您需要使用的功能。例如，如想从桌面打开 
google Chrome，注视左键双击图标启动应用程序。如
果您正在瞄准一个小目标，确保其位于圆圈中央。您可
以使用调整功能完成此操作。

“更多”按钮中包含列操作：操作设置、校准、暂停注
视、使用连续点击、切换应用程序与访问快捷方式。



Windows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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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访问让您使用内置于 Communicator 5 的功
能控制电脑。

可将 Windows 访问菜单栏置于屏幕侧部或底部。

访问程序：
位于 Windows 访问菜单页 2 上的“程序
快捷方式”将允许您启动常用软件。

如要添加或选择您所选的程序，可通过 
Windows 访问设置添加和移除。

如何使用 Windows 访问进行点击：
您可以使用鼠标左键单击、双击和右键单击。
两种方法选择目标：

悬停选择：
悬停在您选择的目标
上方，然后实现相应
的鼠标操作。

缩放选择：
悬停在您选择的目标
上方，然后开始放
大。放大结束后，将
实现相应的鼠标操
作。

Windows 访问设置位于设置选项的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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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

熟悉“说出”页面中的键盘布局，这将帮助您快速高效地
沟通。

练习步骤:
开始在键盘上输入文字（家庭成员姓
名、最喜欢的地方等）。如果您需要
进一步练习，请键入下列问题的答
案。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你喜欢阅读的书籍是什么？

 ■你喜欢的电影类型是什么？

练习单词与短语预测:  
开始键入下列问题的答案。键入 1 到 
2 个字母之后，检查文字预测，查看
文字是否在那里。

 ■您想到哪个国家旅行？

 ■如果您能够成为任何一种动物，您
想成为哪一种？为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您的设备。在下列
情况下练习使用键盘和文字预测:

 ■聊一聊您昨天晚上或周末的时候做
了什么。

 ■讨论最近的新闻事件。

1

2

3

您知道吗...
您键入的文字越多，它出现
在文字预测中的可能性越
大？

您知道吗...
您可以拥有不同的键盘布
局？查看“更改键盘布局”卡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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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短语

我的短语页面集由您的消息历史和供您添加自己短语
的空白消息组成。预先按照不同主题分类存储一些比
较常用的短语，这样您在沟通时不需要逐字输入，操
作更快捷。

思考您想要快速访问的类别（情况）与短语。示例包括去医院、餐馆就餐、与好
友聚会等。

添加一个新类别：

 ■选择添加新类别。

 ■键入类别名称。

 ■选择“完成”。

添加一个新短语：

 ■为新短语选择类别。

 ■选择添加新短语。

 ■键入短语。

 ■选择“完成”。

1

添加短语后，选择每一个短语，熟悉短语的内容和位置。根据需要调整短语或位
置。

练习使用您已经添加的短语，以及根据需要继续添加更多短语。3

2

有用的提示
如果您未看到多种短语类别，您可能需要将其导入。如需导入短语，选择
高级设置 > 键盘与语言 > 短语 > 导入，然后遵循屏幕上的提示操作。



7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帮助您轻松和高效发送、接收与管理电子邮
件消息。如要设置电子邮件，您将需要其他人协助您
用鼠标或触屏来操作。

关于特定电子邮件供
应商设置的信息（附
件类型等）

步骤
打开快捷菜单。

选择高级设置。

选择应用。

选择电子邮件。

选择新建。

选择您的电子邮件供应商
（Gmail、Yahoo、Hotmail、Outlook、Live 或者 
GMX）。如果您的电子邮件未列出，选择手动配置, 
联系您的电子邮件供应商获取正确的服务器信息。

选择下一步。

选择完成和确定关闭菜单。

现在已设置完毕，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发送电子邮件。

阅读电子邮件。

回复电子邮件。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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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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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器功能帮助您操作电视机、DVD 或收音机
之类的娱乐设备。您还可控制环境设备，例如：照明、
门以及床位调节等。

您需要预先在设备上学习相应的红外设备命令。例如：对于电视机，您需要录制电
源开关、增加或减小音量、以及上下更换频道等命令信号。

您的主页包含电视遥控、立体声遥控、收音机遥控、DVD遥控的完整版遥控页面，
也提供简单版本遥控页面。

拿到您想要遥控的设备的红外遥控器。

拿到您的沟通设备。

前往“遥控器”页面，选择您想要学习红外命令的按钮。

将出现一个弹出窗口，告知您找不到匹配的红外命令。

选择“是”学习新命令。

将遥控器指向位于沟通设备背部的红外接收器。

遵照屏幕上的提示操作。

完成后，将返回页面集。 

学习成功后，按钮将变色。

试用此按钮，然后操作下一个按钮。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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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

日历将帮助您设定预约和提醒事项。

步骤
从主页上选择日历。

当前日期将以黄色突出显示。

添加约会：

 ■选择约会的日期。

 ■选择新建。

 ■键入您的约会描述。

 ■选择起始与结束时间。

 ■您可选择激活提醒功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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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本文件

我的文本文件中可以保存长文件，比如个人故事、演讲
或演示文稿。在此处保存和整理文本可以帮助您控制开
始和结束说话的时间。

创建新文本文件:
选择新建。

开始键入您的文件内容。您将稍后对文件命名。

完成后，选择“完成”。

这时将出现一个保存文件的弹窗。在默认情况下，您键入的第
一部分将出现在文件名中。

 ■如要变更，选择位于文件名旁的键盘图标。

 ■选择“清空”按钮。

 ■键入新的文件名。

 ■再次选择 “保存”。

您可随时返回文件进行编辑。
在左列选择文件名。

选择编辑按钮。

编辑文档或者添加内容。

说出文件：
在左列选择文件名。

选择说出文本。

如要停止说出，选择停止说话。

1

1

1

2

2

2

3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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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机”和“我的图片”拍摄、保存和
整理图片。

相机与我的图片

使用相机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至设备上的“图片”文件夹，并将在“我的图片”
中自动出现。

“我的图片”访问您设备上的“图片”文件夹。  
您可以按照下列条件对其筛选：
 ■所有图片

 ■最近添加的图片

 ■日期

 ■相机照片

 ■文件夹

如果选择“查看”，则可以:
 ■向左或向右旋转图片

 ■添加描述

 ■打印

 ■删除

幻灯片功能将自动按顺序播放图片。您可以选择慢速、中速与快速。您还可手动翻
下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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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播放器
音乐播放器可以播放设备上的音乐。由于这是一款非
常简易的音乐播放器，因此我们建议最多加载三到四
张专辑。如要加载音乐，必须通过触摸或者使用鼠标
的方式访问“快捷菜单”。

附加功能

警报
使用主页上的警报按钮快速引起旁人关注。

您需要将音乐播放器添加至主页。关于说明，请见第三张卡片“编辑主页”。
在将音乐加载至软件之前，需要将音乐文件复制至设备上的文件夹，然后将它添加
到音乐库，或者将音乐文件复制到音乐库中已存在的路径下。

打开快捷菜单。

选择高级设置。

选择应用。

选择音乐播放器。

此时选中“立刻重建音乐库”复选框，从而将文件添加至音乐播放器。

选择确定。

退出高级设置。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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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导出配置文件

为了避免设备上出现异常情况，备份任何个性化页面集与用户数据非
常重要。您将需要其他人协助您用鼠标或触屏来操作。

打开快捷菜单。

选择高级设置。

选择用户设置。

选择导入/导出 ，即可打开一个协助您的向导。

选择导出选中的设置和数据。

选择下一步。

选择完全导出（完全导出将收集用户的所有页面集、设置、录制的声音/短语、
联系人、字典和语法设置）。

选择下一步。

对档案命名–我们建议使用用户名与日期。

选择保存备份的位置–我们建议将其保存至外部 USB 存储设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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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obiiDynavox.com

加入 myTobiiDynavox，您将能够：

 ■ 安全备份系统

 ■下载免费工具与资源

 ■ 查看免费 Core First 课程计划

 ■了解可用更新 

 ■ 访问技术支持与常见问题

 ■ 分享页面集与页面包

myTobiiDynavox.com

您的免费 myTobiiDynavox.com 账户可使您体验多种好处，例如：用
于备份的云存储、页面集同步与分享、课程计划等等！

http://my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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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支持

#12008231 Tobii Dynavox Communicator Training Cards v.1.3 - zh-CN

入门指南
关于 Communicator 5 的更详细说明与信息， 
请参阅《入门指南》。

qrco.de/bbGQn1

中国技术支持

0512-69362880-814

微信公众号

TobiiDynavox

http://qrco.de/bbGQn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