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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我们使用二维码，使您无需输入网址即可快速访问视频等信息。使用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扫描二
维码，查看关联信息。

安卓用户
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免费二维码读取应用程序。搜索“二维码
扫描器”或“二维码读取器”查找选项。

Windows 用户 
从 Windows 商店下载免费二维码读取应用程序。搜索“二维码扫描
器”或“二维码读取器”查找选项。

iOS 用户 
打开手机摄像头，并将其对准二维码。点击出现的通知。

常见问题

如何确定要使用的页面集？ 
对于每一名用户适合的页面集由多个因素决定，包括访问需求、读
写水平、符号需求与偏好、语言习得方式（分析型与格式塔型）
、临床诊断（失语症等）及其语言。您的转诊临床医生或当地的 
Tobii Dynavox 解决方案顾问可以提供最佳指导。他们将会根据每
一名用户的独特情况与需求提出建议。访问 TobiiDynavox.com 并
且选择联系方式查找您当地的解决方案顾问或者 Tobii Dynavox 伙
伴。

如何尝试不同的页面集？ 
可以！您可以随时选择不同的页面集。前往编辑 > 页面集 > [选择
当前页面集] > 新页面集。

如果您愿意，可以在开始阶段试用不同的页面集。但是，一旦用户
开始熟悉某个页面集并且成功使用，那么最好坚持使用该页面集。 

如果用户难以准确地做出选择怎么办？
有许多方法可以帮助用户快速并且准确地做出选择。无论是改变访
问方式、调整设置、选择不同的网格大小还是将设备重新定位，均
可以解决访问问题。我们可助您一臂之力！可随时联系您当地的临
床医生、解决方案顾问或者 Tobii Dynavox 伙伴。也可以致电或者
发送电子邮件至 Tobii Dynavox 支持部门。

扫描此二维码，在高
科技设备上观看关于
访问方式的视频。

qrco.de/bbGQV7

http://TobiiDynavox.com
http://qrco.de/bbGQ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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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AAC 的技巧

齐心协力 
家庭成员与其他重要人员均应当熟悉 TD Snap。给每个人一些时间探索应用程序，以及
找到在与 AAC 用户沟通时出现的常用词。 

将其常备 
随身携带 AAC 设备并随时供用户使用。将 AAC 设备想象成为他们的声音。您离不开自
己的声音，他们亦是如此！ 

反复示范 
人们通过观察、倾听然后自行尝试来学习语言。事实证明，示范是教授学员使用 AAC 进
行沟通的最佳方法。示范需要您自己使用设备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当您与 AAC 用
户交谈时以及在全天使用 TD Snap 示范交流。家庭成员与看护者也应当全部参与示范过
程。
 ■示范就是要向学员展示如何进行沟通。

 ■不需要模仿。 

 ■示范时只需要点按关键词，而不是您说的每个词。 

 ■您查找词汇的过程也是一种示范。 

 ■允许犯错。这使您有机会示范纠正的方法。 

 ■示范不是测验或测试。

对所有沟通尝试做出回应 
AAC 用户通常会探索他们的设备并且首先做出看似随机的选择。当您对选择做出回应
时，每个单词具有含义与实际结果这一观点会得到强化。

发现机会 
观察学员一天的学习和沟通情况，为他们设计并创造沟通的机会。例如，帮助他们使用 
TD Snap 来选择要吃的零食或要看的电影。

拥有耐心 
学习使用 AAC 与学习任何新的语言非常相似。您不会期望任何人仅尝试几天甚至几周就
可以使用一种全新语言进行实质性交流。只需继续示范，为交流提供调动浓厚兴趣的机
会，并且对他们在 TD Snap 中做出的任何选择做出回应。

观看演示示范方法的
视频。

qrco.de/bbJ5tb

http://qrco.de/bbJ5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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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名优秀的沟通伙伴

要想成为优秀的沟通伙伴，并且为成功沟通创造环境，切记使用以下策略。

创造有利的沟通环境 
采取有助于沟通的态度与策略。
 ■培养能力  
“我知道你有话要说。”“你可以做到。”

 ■注重使用，而不是测试
不要说“查书。”应当说“现在是阅读时间。我们应当读什么书?”

 ■回应所有沟通方式  
学员：朝您微笑。沟通伙伴：“嗨，你好呀！”

 ■等待  
AAC 沟通需要时间。数到五后帮助查找词汇。如果 AAC 用户正在造句，请耐心等待他们说话，而不是
盲目揣测，猜测他们将要说什么，或者一味地继续对话。

寻求成功成功沟通不仅仅是让学员按照您的所期望的内容、您所期望的时间、您所期望
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成功可能包括：

 ■互动时注意力提高

 ■开始有想要沟通的意识

 ■会使用更多词汇

 ■互动的时间变长了

 ■互动的乐趣增加了

 ■沟通时更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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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寻宝游戏！ 

了解您 AAC 设备上的词汇应当是一个既有趣，又具有互动性的体验。与 AAC 用户坐下来开始选
择按钮。查看事物的组织方式并开始轻松地在应用程序中移动。邀请用户参加词汇寻宝游戏。以
下为要查找的事物列表： 

提示 
在添加任何词汇之前，使用搜索工具查看该词汇是否已经存在于页面集。

一种与某人打招呼的方式 

绘画时可以使用的一件物品 

感觉冷时穿戴的一件物品 

您最喜欢的动物 

您今天做过的一件事情 

在户外做的一件事情 

您最喜欢的食物 

一个描述您感受的词语 

刷牙时需要使用的一件物品

描述今日天气的词语

1

2

3

4

5

6

7

8

9

10

活动：自定义页面集

无论您选择的页面集是什么，您都想要添加一些个性化的词汇。花一些时间查看页面集，从而找
到添加该词汇的最佳位置。参阅“编辑按钮”与“添加按钮”章节，获得添加部分或全部下列信息的
帮助： 
 ■好友与家人姓名与照片

 ■年龄适合的个人资料（例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 

 ■最喜欢的食物与餐馆 

 ■喜欢的电视节目与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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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按钮

前往包含您想要编辑按钮的页面。

选择编辑。

1

2

编辑面板将会在屏幕底部弹出。注意“按钮”已经突出显示。3

选择相机按钮添加照片。

选择符号编辑器按钮更改当前符号中的颜色。

选择搜索按钮查找符号。

选择您想要编辑的按钮。

如要更改按钮符号：

4

5

如要更改出现在按钮上的文字，在标签文本框内输入相应的文字。如要更改当按钮被选中时插入或说出的消息，
在消息文本框内输入相应的文字。

选择样式更改按钮颜色、边框、字体或布局。

编辑操作更改当按钮被选中时所做的操作。

6

7

8

完成后，选择完成。9

观看关于编辑按钮的
视频。

qrco.de/bbJ5v0

http://qrco.de/bbJ5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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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一个按钮

前往您要添加按钮的页面。

选择编辑。

1

2

选择您想要添加按钮的空白单元格。3

选择相机按钮添加照片。

选择搜索按钮查找符号。

在标签文本框内输入按钮标签。

如要更改按钮符号：

4

5

完成添加按钮后，选择完成。6

选择符号编辑器按钮更改当前符号中的颜色。

注 
“说话或插入消息”操作自动添加至所有新按钮。如要添加其他操作，选择添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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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单词

选择文本框，然后键入您想要查找的单词。

从选项列表中选择所需结果。

按照突出显示的路径查找单词或短语。

2

3

4

选择搜索工具。1

观看关于如何使用搜
索工具的短视频。 

qrco.de/bbJ5uH

使用密码锁定编辑模式

如果需要防止用户编辑页面集、设置、应用程序内购买或者同步功能，您可以要求在访问这些功
能时输入密码。

选择编辑按钮。1

提示 
如果忘记密码，可以使用 TD Snap 用户手册中列出的主密码。

选择系统选项卡。

将使用密码切换开关设置为开。

输入一个只有您自己知道并且不容易猜出的四
位密码。

再次输入密码进行验证。

当您退出“编辑”模式回到“使用”模式后，将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访问应用程序内的购买功能，可以
再次选择是否在编辑模式、同步和搜索模式启用密码。

2

3

4

5

http://qrco.de/bbJ5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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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用户选项卡。

选择发音异常。

选择添加发音异常。 
“添加发音例外”对话框将被打开。

在“单词”文本框内按照单词的书写方式将其输入。

在“发音”文本框内，按照您希望单词发音的方式输入单词的发音。 
如要测试发音，选择预览按钮。

Select Done to save the Pronunciation Exception.

2

3

4

5

6

7

正确发音

如果您发现一个所选语音未正确发音的单词，可以使用发音异常功能教授语音按照您指定的方式
说出该单词。 

选择编辑按钮。 1

注 
发音异常将与您创建时正在使用的语音关联。如果您转换至不同语音但想要使用相同的发音例外，则必
须从之前的语音中导入发音异常。详情请参阅 TD Snap 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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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同步允许您进行下列操作：

 ■ 在多台设备上使用相同版本的页面集

 ■ 与他人分享页面集

 ■ 远程编辑

 ■ 一键将页面集保存至云

与复制不同，同步页面与云中的最新版本相关联。

选择“同步”时，您将发送本地设备所编辑的内容至云，同
时接收其他设备在云端修改过的内容。

当所有关联的设备同步后，它们将拥有相同版本的页面
集！

共享并保存页面

保存至文件 
可将您的 Snap 用户与页面备份至文件。可在 myTobiiDynavox.com 上存储与分享这些文件，您
也可将其保存至您本地的设备或 USB。 

同步或保存至文件？

保存至文件 
保存至文件更适用于想要把一部分页面分享给其他用
户，而不是整个页面集的情况。

当您无法连接互联网时，保存至文件非常适用。为您自
己创建一个备份文件，或者将文件保存至 USB 驱动器，
从而分享给别人。

保存至文件是对用户进行备份（包括其所有设置）的唯
一方法。

同步 
当用户在多台设备之间移动时，同步最高效。或许他们
在学校有一台设备，在家里还有一台设备。在两台设备
之间同步页面集，以确保一致性。

同步还可用于远程编辑，这样不会对用户产生干扰。例
如：当您在电脑上编辑页面集时，用户可继续使用其沟
通设备。在电脑上同步，然后在沟通设备上同步，以接
收变更。

同步还可用作单一设备方便的备份方法。每当您同步
时，便会向云创建一个备份。

这是您的同步按钮。它位
于 TD Snap 的顶部栏上。

关于同步与 myTobiiDynavox.
com 的更多信息，请扫描此二
维码。

qrco.de/bbJ5vM

http://qrco.de/bbJ5vM


10

后续步骤

使用页面集学习与实践 
每个 TD Snap 页面集按照不同方式进行排列，并且具有不同功能。我们已经为每个页面集创建了
培训卡片。其中介绍了您页面集的独有特点，并且可帮助您通过活动示例实践学习。仅需扫描下
方适合的二维码即可。

TD Snap Core First 页面集培
训卡片

qrco.de/cnscftc

http://qrco.de/cnscf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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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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注册 myTobiiDynavox.com 账户可以体验多种好处，例如：用于备份的云存储、页面集同步
与分享、课程计划等等！

myTobiiDynavox

myTobiiDynavox.com

http://my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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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Tobii Dynavox 学习中心

learnaac.cn/learn

TD Snap 支持页面

qrco.de/bdfnta

微信公众号

TobiiDynavox

中国技术支持

0512-69362880

#1000275 Tobii Dynavox Snap Basics Training Cards v.1.0 - zh-CN

http://learnaac.cn/learn
http://qrco.de/bdfn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