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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的 Tobii Dynavox 设备提供的支持

在线获取帮助
请参阅与您的 Tobii Dynavox设备对应的产品支持页面。支持页面包含了与特定产品相关的问题、提示、技巧等最新信息。我们的在线支持页面网址可在这里找到：www.TobiiDynavox.
com或 www.myTobiiDynavox.com。

联系您的销售代表或转售商
如果您对产品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联系您的 Tobii Dynavox销售代表或授权转售商，以获得相关协助。他们对您的个人设置最为熟悉，可以向您提供有用的小提示和产品培训。如需查
看详细联系方式，请访问 www.TobiiDynavox.com/contact

Copyright ©Tobii AB (publ).版权所有插图和规格不一定适用于在每个本地市场中提高的产品和服务。技术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所有其它商标均是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

Tobii Dynavox Snap Scene

快速入门指南

Pathways
将 Tobii Dynavox Pathways应用下载到您的 iPad以查看视频和阅读文章，这些视频和文章可帮助您掌握为孩子使用 Snap
Scene的科学策略。Pathways有助您利用强大有效的方法，从而显著地提升使用者的语言技巧和沟通能力。您还可以在
myTobiiDynavox.com访问 Pathways中可用的所有指导视频。

播放场景

您和孩子可以从场景列表中选择场景，然后根据这些场景进行互动。场景中的互动区域叫做热点。选中一个热点后，就会
播放录音，您可以看到这个热点对应的文本标签。录音和文本标签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您的场景互动会得到怎样的反应，取决于当前启用的设置以及每个热点关联的内容（即录音和文本标签）。“显示
热点标签”的默认设置是“动画效果”。

数据 1 播放场景

如果想换一个场景进行互动，请使用屏幕左侧的导航栏。从蓝色那列选择一个类别，然后从粉色那列选择一个场景。必要
时向上向下轻扫，即可在列里上下滚动。

使用您设备上的音量控制按钮或者操作系统中的音量控制器，即可调整音量。

创建新的场景

1. 选择显示工具。

http://www.tobiidynavox.com
http://www.tobiidynavox.com
http://www.myTobiiDynavox.com
http://www.TobiiDynavox.com/contact
http://www.my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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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您想在哪个类别文件夹中创建新的场景。

数据 2 选择类别

3. 选择新的场景按钮 (+)。拍照模式将会开启。

数据 3 新场景按钮

4. 为您的场景添加一张照片，您可以拍摄一张新照片或从您的设备上选择一张本地存储的照片：

http://www.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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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拍照—用当前选中的摄像头拍摄一张照片。屏幕上的取景器显示出您即将拍摄的场景，按下此键就会拍照。

数据 4 拍照模式— 拍照

b. 切换摄像头—如果您的设备有前置摄像头和后置摄像头，您可以利用切换摄像头按钮来选择设备另一面的摄像
头。当您看到屏幕上的取景器里出现了您想要拍摄的画面后，选择拍照按钮即可捕捉图像。

数据 5 拍照模式— 切换摄像头

http://www.tobiidynavox.com
http://www.tobiidynav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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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挑选照片—要选择您的设备上本地存储的照片文件，请选择挑选照片按钮。利用向上箭头或“文件...”按钮浏览
文件夹。选择需要的照片文件，然后选择绿色的选择按钮。

数据 6 拍照模式— 挑选照片

d. 如果您想退出拍照模式而不创建场景，请选择退出拍照模式。

5. 利用照片下方的滑块，将图片缩放到需要的大小。拖动滑块旋钮，朝 +方向拖动即可放大，朝— 方向拖动即可缩
小。在 iPad上，您可以捏着图片放大缩小。

数据 7 拍照模式— 缩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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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拖动图片，将它居中放置。

7. 对图片进行缩放和居中放置完毕后，选择接受即可保存。如果想重新拍照或重新选择图片文件，请选择重拍或返
回。如果想退出照片屏幕而不保存，请选择退出拍照模式。

编辑场景

1. 选择显示工具。

2. 选择您想编辑的场景。

3. （可选）添加或编辑场景名称，先选择，然后在屏幕上方的文本字段里输入。

数据 8 工具栏

4. 用工具栏里的工具对您的场景作出更改。

编辑工具

要编辑场景，可使用工具栏里的工具：选择、热点、绘制。

.1 播放热点

使用选择工具，查看热点被选中之后有怎样的反应。

.2 创建和编辑热点

如需创建一个新的热点，请用热点工具在场景中勾勒出一个对象或区域。热点是场景中一个可被选中的区域，热点被选中
之后可以播放录音和显示文本标签。

创建热点（或选择已有热点）之后，您就能给热点添加一个标签，还可以进行录音。

数据 9 热点选项

.2.1 添加热点标签

1. 选择添加标签。

2. 在文本框里输入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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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为热点录音

1. 选择录音。这时会立即开始录音（有一个闪烁的红点显示）。

数据 10 录音

2. 录音完毕时，选择正方形按钮停止录音。

3. 如果想听刚才的录音，按下三角形（播放）按钮即可收听。

数据 11 预览录音

如果您想为一个已经有声音的热点重新录音，请选择“播放”按钮旁边的删除图标来删除已有的录音，然后选择录
音来进行新的录音。

数据 12 删除录音

.2.3 删除热点

1. 利用热点工具选择一个热点。

2. 选择删除热点。

.3 绘制

利用绘制工具可在场景中的任何区域创建自由绘制的线条。

数据 13 绘制工具

• 您可以从六个色块中选择一种线条颜色。
• 使用擦除工具可以擦除您所绘制的部分图案或全部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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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清空按钮会将您在场景中绘制的所有图案清除。

数据 14 在场景中绘制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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