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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华诞 60大庆，举国拭目，一派欢腾，60年建国历程，构筑起中国在世界的重要地位。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

就，折射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便是过去被那些被忽略甚至歧视的疾病，也得到了更多的研究和全社会的关注，口

吃便是一列。60年前，当温饱仍是巨大的民生问题时，口吃作为一种疾病少有关心，千万口吃患者有病无处可医，有苦无处可诉，更无治疗

之道。今天，口吃的研究已经成为大众传播重大课题，口吃疾病治疗已经得到社会认可，国外先进的口吃研究经验和技术也纷纷引进到国内。

微迪数字作为口吃治疗领域的先行者，在这举国大庆时，恰逢中国十年发展生日，倍感荣幸。本期《智在沟通》汇集了社会各界和国外学界对

口吃的研究、宣传和教育知识，作为口吃专刊，回馈社会。在此凭借方寸文稿，诚挚感谢社会各界十年对微迪数字的关心和厚爱。顺致国庆快

乐，中秋合家欢喜！

《智在沟通》编辑部

2009年国庆之际

口吃形成的 5555大原因

口吃是指说话时以言语中断、重复、不流畅为主要症状的语言障碍，在儿童中比较常见，患病儿童约占儿童总数的 5%。研究表明，一般

情况下，口吃的开始年龄往往在 2至 4岁之间。本来说话流畅的宝贝为什么突然开始口吃呢？仔细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发展不平衡

在两三岁到七岁之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宝贝的表达和表现欲望逐渐增强。但此时由于语言机能尚未发育成熟，宝贝的思维能力、词

汇的掌握和组织句子的能力都在发展阶段，这使他们在表达复杂的思想时感到困难，说话过于急躁、激动或紧张。宝贝急于表达时，造成头脑

中储存大量语言信息，但表达能力却跟不上，思考与说话的速度无法配合，从而出现较多的口吃现象。

原因二：模仿

儿童时期是模仿性最强的时期，宝贝不单单喜欢模仿成年人的动作，也喜欢模仿同伴、同学的动作。口吃的感染性很强，宝贝们又具有强

烈的好奇心，他们与口吃者经常接触，觉得口吃的人说话好玩而模仿，久而久之就容易养成口吃的习惯。还有一种情况是宝贝常年与口吃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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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活或一起玩耍，时间长了也会不知不觉中染上口吃。

原因三：惊吓

儿童时期由于惊吓而口吃的不在少数。有的父母过于严厉，宝贝太顽皮或做错了某件事时，就对他们厉声地呵责。尤其是在宝贝说错了某

些话时，突然地大声呵斥使他们受到惊吓，从而变得口吃起来。另外，环境的惊吓刺激也可能导致口吃，如父母间的吵闹、发脾气都能使儿童

在语言上突然发生口吃。

原因四：父母要求过急

宝贝的语言发展有快有慢，有的未满周岁就能说出简单的语言，也有的两岁后还不能找到适当表达方式。有些爸爸妈妈过于心急和敏感，

把宝贝学话时犹豫不决或轻度顿挫看作是口吃。当宝贝学话时，作过多的矫正，或进行斥责、嘲笑。爸爸妈妈的这些表现会对宝贝产生极大的

副作用，使他们对自己说话也产生不满和紧张感，从而回避一些普通的交谈和某些特殊的场合，口吃现象也逐渐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原因五：强行纠正“左撇子”

人们常常把控制说话能力的脑半球称为优势半球，习惯于使用右手的人优势半球在左侧，习惯于使用左手的人优势半球在右侧。如果父母、

幼儿园老师强迫左手优势儿童(俗称“左撇子”)用右手拿筷子、拿剪刀等，就有可能使大脑在形成语言优势半球的过程中出现功能混乱，出现

口吃。

还有其它一些导致口吃的原因，如疾病、神经系统和遗传因素等。

来源：中华康网

德国定义口吃

什么是口吃？

口吃现象包括说话中出现的以阻塞，重复，拉音拖音等形式表现出的言语停顿现象。口吃现象总是伴随着过度的紧张心理而存在于说话中

的。说话的紧张感通常会通过面部表情的抽搐或头部，手臂，上身多余的动作表现的很明显。口吃者在口吃时表现的症状为不能流利的说出自

己想说的话 ----- 他们失去了对自己言语器官的控制。口吃症状会随着个人所处的环境，要说的词，心情或者身体状况而浮动。

口吃在口吃者的生活中起到怎样的影响？

许多口吃者会逃避令他们口吃的环境和词语。日常生活中，例如买车票，会成为口吃者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对口吃的恐惧感和矫正好口吃

的愿望主宰着口吃者生活的全部。他们会不按真实的愿望去选择学业，工作，朋友和业余生活，而是以是否能少说话作为择业原则。周围人对

口吃者的消极反应例如嘲讽、拒绝、同情和尴尬都能给口吃者精神压力而迫使他们尽量的退出社交活动。

口吃是在多大年龄开始的，多少人患有口吃病？

在没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下，口吃现象在小孩子 2 到 5 岁时就出现了，少部分人会更晚一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口吃会在少数成年人在突如

其来的 neu-rologischen 伤害后或者精神创伤后出现。）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小孩子是可以流利说话的。在所有小孩中，有 5% 以后发展成口

吃习惯。这些小孩中以后又有 4/5 的人到青春期时候又可以流利的说话了。在这之前很难预言，这些小孩中哪些以后可以摆脱口吃、哪些不可

以。在成年人中估计有 1% 患有口吃。按这个比例在德国应该是 80 万人。在成年人中口吃自行消灭的情况几乎没有。男孩口吃的比例大约是

女孩的两倍。女孩后期恢复流利说话能力的比例也大于男孩，大约为 5 ： 1 。在任何文明历史中都有口吃的记载。曾经有一本 4000 年历史

的书上面也有口吃的记载。

口吃可以遗传吗？

口吃的亲戚和非口吃者的亲戚两者相比较，前者的亲戚也患有口吃的人数是后者的 3 倍。口吃的女人的孩子和口吃的男人的孩子，两者比

较，前者的孩子患有口吃的几率通常要多于后者。双胞胎的学术调查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单卵的双胞胎（相同的遗传特征）患口吃的几率要大

于双卵的双胞胎（不同的遗传特征）。

口吃者与正常人有区别吗？

一般口吃者的性格和智力与正常人没有区别。在身体结构方面例如声带，舌头都无差异。从语言运动机能方面和大脑对言语系统的控制方

面都没有发现口吃者和正常人有太大的区别。这说明，口吃者与常人无异。但通过调查发现，口吃的儿童与不口吃的儿童相比，口吃的儿童的

初期语言能力发展要比不口吃的儿童缓慢。这说明口吃可能跟天生的某些遗传因素有关。

口吃的成因是什么？

非专业人士解释：例如儿童的思维快于说话速度，他们模仿口吃的人说话，他们很紧张，他们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或者干脆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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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一只迟钝的舌头。其实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据推测，口吃的人本来就具有容易患上口吃的本能。通常口吃的产生出现在儿童的身

体，思想，情感和语言能力发展最快的人生阶段。但是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儿童染上口吃的，现在还难以具体解释。生理上的，心理

上的，语言上的和社会因素等诸多影响可能在口吃的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口吃形成并发展一段时间后，儿童想摆脱避免口吃的愿望和对其

作出的努力会越来越大，对说话的消极情绪和想法也会逐渐产生。恐惧感，阻止口吃的愿望，矫正口吃所作出的努力，灰心丧气组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使口吃加剧。

父母能造成孩子口吃吗？

对此没有相关的证明资料。口吃的产生主要是通过三个因素的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容易患有口吃的天性本能；把口吃现象诱发出来的外因；

使口吃继续保留并继续发展的条件。现在也不能具体的说口吃的成因是什么，很多因素都能造成口吃，但是据推测，基因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也就是说口吃的人天生就具有容易患上口吃的能力。

对于成年口吃患者有什么治疗方法？

对于青年和成年口吃患者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他们可以个人的或者有组织的参加门诊治疗或者住院治疗，每天或者每个周末进

行强化训练。有两个不同的治疗方案可供选择：对于用一种可以完全改变说话方式的发音法治疗口吃的患者，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说话方式，

减少了口吃的次数。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完全改变口吃患者的说话方式。在使用发音法时，声音会很轻柔的发出，元音会被拖长，发音动作不用

费多大的力气就被完成，呼吸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说话者尽量的使自己的发音听起来接近正常人说话的标准。发音法目前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不过以后在发音控制方面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口吃矫正的目的也包括学习对发生口吃的情况时作出更好的反映对策。以后对于避免难发音而人为作出的努力将被发音法所代替。通过发音法

口吃会被有效的避免，减少或者减轻。但是前提是首先要去除对口吃的恐惧感和悲观情绪和思想。如果作到这一点，口吃就已经能减轻了。这

两种方法都不能完全的解放口吃患者。没有一种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的口吃患者的。根据经验，这些方法只不同程度的适用于一少部分口吃患者。

另外还有少数的催眠法， Akupunktur ，松弛疗法，矫正仪器。对于这些方法，如果可能的话，也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改善口吃患者的情况。

心理治疗对口吃患者会起着很积极的作用，当口吃使口吃患者焦虑不安时或者使使口吃患者强烈自卑时， logopdische 疗法可以帮助口吃患者

走出困境。

来源：中华康网

调查显示：口吃发生的原因多与心理因素有关

据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口吃患病率为 0.9%,男性多于女性,儿童多见。口吃发生的原因多与心理因素有关。

幼儿刚学说话,由于语言功能不熟练,经常一句话需停顿四五次才能说完,这属自然现象,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消失。而 5岁以上的儿童出现口

吃,只有进行有效的矫正,方可治愈。因为口吃是一种功能性障碍,发音器官一般没有病变,以心理治疗为主。

1.关心体贴孩子,可告知他的发音器官是正常的,只有放下思想负担,坚持练习,一定会治好的。

2.周围的人不要指责、嘲笑、模仿和过分关注他,让其慢言慢语,多与人交往。逐渐培养孩子开朗的性格,鼓励其当众踊跃发言。久而久之,口

吃会自然消失。

3.进行语言训练时,注意消除孩子的不安心理,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如发音练习,由词到句,由短句到长句,为配合音乐节拍,效果会更好。谈话对

象可以先是家人,然后亲戚朋友,再后老师同学,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有条件参加语言训练班,与其他孩子一起矫正,效果更佳。

4.阳性加强法。孩子出现口吃时,不予理会,若其讲话未出现口吃,则及时鼓励和奖励,这样,会使无口吃语言得到强化,发生频度增高。这对于口

吃矫正治疗非常有效。

5.如果孩子有焦虑、紧张、肌肉痉挛时,可医生指导下服小剂量抗焦虑药物,如安定等。

来源: 南方日报

口吃患者的大脑探秘

最近，科学家发现在口吃患者的大脑中，控制听觉、运动、说话功能的区域、表现不寻常的活动。这一发现破事科学家们重新考虑过去理

论的完善性。

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曾经争论了很长时间。一些人说口吃是由于听觉缺陷造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脑中支配会话功能的区域有缺陷，

但仍旧还有人相信是左半脑的语言区衰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语言病理学家罗戈说他们将做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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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他们的研究小组接受了 26个志愿者参加测试，其中 10个是口吃患者，另外 10个是正常人，而且他们均侧重右手。科学家们借助正电子

发射层摄影术（PET）对受试者的大脑进行扫描。PET扫描对大脑中对被放射性标记的血液进行跟踪。大脑中血液流动快的地方则被认为是活

跃区，同时让这些受试者大声朗读。实验结果发现口吃患者的脑运动中枢显得异常活跃。例如，小脑活动中枢所表现的活动为正常人的2 倍 ，

而这些运动中枢大多在右侧。他们认为口吃患者的大脑在病人想好了再说时会有困难。因为病人在说话前，大脑会向肌肉传送指令。对于正常

人说话时，其大脑听觉区会很活跃，而口吃患者大脑的这一区域却关闭。但如果想多口吃慢性患者同时合起来阅读或歌唱，却很流畅。这时又

会发现他们的听觉区域又打开了。

——潘云龙译自 New Scientist,1996年 7月

复杂语言环境影响孩子学说话

当宝宝“咿呀”学语时，良好的语言教育能促进宝宝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而不当的语言教育却会造成宝宝语言发育迟缓，家长们要格外注意 。

妈说英语爸讲日语三岁小孩难开口

眼看儿子小强 3岁多了还只会简单地叫“妈妈”、“爸爸”，尤其近一个月他更

是只字不说，完全用指手画脚代替了原就少得可怜的言语，这可把魏女士夫妇急

坏了，赶紧带他到医院检查。

经检查、询问，医生认为，小强无论体格还是智力发育都没问题，之所以

语言发育比不上同龄儿，尤其是这段时间的"失语"，都怪魏女士家里的语言教育

太"超前"。

原来，魏女士在校学的是英语专业，而丈夫是学日语的，小强两岁多，他俩就计划着让小强提前接触一下英语和日语。于是，他俩每天对

着孩子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几乎是英语、日语、汉语轮番上阵。然而，小强不仅没有"三语"齐头并进，反而连以前会说的一些简单汉语也越说

越少，直至彻底"失语"。

两三岁的孩子，正处在语言发育的关键期，他们还没完全形成自己的语言，如果家庭语言环境太复杂，会给正在模仿成人语言的孩子造成

很大困惑，最终延迟语言发育甚至导致语言发育障碍。

门诊上，经常遇到类似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要么是家长太早开始双语教育，要么是爷爷、奶奶说方言，爸爸妈妈讲普通话。

1岁多开始教孩子说话，最好统一用标准的普通话；和宝宝进行语言交流时，家长要和孩子面对面说话，发音要准确清晰。

当宝宝“咿呀”学语时，良好的语言教育能促进宝宝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而不当的语言教育却会造成宝宝语言发育迟缓，家长们要格外注意 。

想要什么让他说出来家长别太心有灵犀

两岁左右，正是孩子语言发育的关键阶段，当他们有某种需求时，鼓励他们用简单的话语表达出来，正是促进语言发育的好机会。可是，

当孩子伸手指向自己想要的东西时，不少家长不等孩子开口，就“心有灵犀”地满足他；有时甚至孩子抿抿嘴，家长就把水递过去了。长此以往，

孩子没有说话的需要，势必影响语言发育。

即便是不会说话的小小孩，家长也不能呵护得太过分，哪怕让孩子为了唤起大人对他需求的关注哭闹两声，或用手势表达，对孩子以后学

说话也是有好处的；而一旦孩子会说简单语句了，他再用手势表达需求，家长也不能立即满足，要有意识地训练他，如问他“宝宝要什么？这是

牛奶，这是面包。”鼓励孩子说出想要的东西。假如他表现得好，就用亲亲、抱抱作为奖励，能增强他主动说话的自信。

复杂语言环境影响孩子学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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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孩子““““口吃””””很正常与孩子说话语速慢一点

“俺孩子这么小，说话就口吃了，长大可咋办？”门诊上，经常遇到家

长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来咨询。

两岁多的孩子口吃很正常，他们的语言发育晚于思维发育，想说的东

西说不出来，说话就容易结巴。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千万不能急，否则，孩

子可能更结巴甚至自卑，不仅延迟语言发育，严重者甚至引发行为问题。

此时，家长要做的是：跟孩子说话，语速慢一点，留给他充分理解、

组织语言的时间；家长可用语言替他表达他的想法，再让他重复一遍；不要

把孩子放在有口吃毛病的人群里；一旦孩子三四岁还口吃，需到医院检查。

出生 3333个月后定期筛查避免智障、听障引发语迟

除教养方式不当，可能导致孩子语言发育迟缓的原因很多，最常见也最不能耽误的就是脑损伤(智障)、听力障碍和口腔疾患，家长如何鉴

别呢？

定期带孩子进行生长发育筛查是早发现、早治疗的最好办法。孩子出生3个月后进行第一次发育筛查，以后每 3个月一次，异常者 1月一

次。尤其孩子两岁仍不开口说话须及时就诊。

此外，家长(特别是孕期有妊高症、妊糖症或胎盘前置、胎盘早剥、胎儿宫内缺氧或分娩时发生窒息、损伤的妈妈们)还要多留心：脑损伤、

智力发育障碍导致的语迟，孩子常伴有运动发育晚、精细动作差、模仿能力差、自理能力差等不足；口腔疾患导致的语迟，多半发音不清晰，

流口水多或吞咽困难；听力障碍引发的语迟，孩子迟迟不开口、说话不清，对周围声音没什么反应。

来源：东阳新闻网

流畅大师™口吃矫正器

流畅大师™是在思比易®产品的基础上，2008年针对汉语的语速比较慢、单音节发音等特点，开发的最新的数字语言矫正方案，针对中国市

场的特点进行了功能优化，是一款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是思比易®产品在中国上市以来，对用户厚爱的真情答谢。

思比易®口吃矫正器（英文品牌 SpeachEasy®）是由东卡罗来纳大学沟通科学与障碍系口吃研究小组中的三位教授（Joseph Kalinowski, Ph.D.,

Andrew Stuart, Ph.D., and Michael Rastatter, Ph.D）历经数十年的研究发明成功的。它的概念，源于十多年来对延时听觉反馈可以提高口吃者说话

流畅度的科学研究，以及科学家中间的同行评议。

在国外，自 02年在美国成功上市以后，思比易便®陆续获得美国 FDA、加拿大 CMDCAS、欧盟 CE等国际权威认证，并迅速畅销北美、欧

盟等发达国家地区市场。2001年 6月起，美国杰那思集团公司将思比易推向美国市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大媒体好评不断。美国著名杂

志《Forbes》、《 People》,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 印度最大的新闻周刊,英国著名广播电台 BBC都先后报道。美国最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 ，

在 2003年 2月 3日和 7月 23日的节目中称思比易为“医学奇迹”、“太神奇了”！2003年 5月Montel William脱口秀中以“医学奇迹”对思比

易进行报道。此外，微迪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还被美国格林威尔市市长 Mr. Don Parriott授予金钥匙，思比易 Speecheasy被评为美国医疗器械的

三大感人故事之一。

在国内，思比易®的销售开始于 2003年 3月。0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思比易®做了首次报道；04年，新浪、搜狐、新华等国内各大门户新

闻网站，以及慧聪网、中国网、中国医药网等专业网络媒体也对思比易®做了大量报道；央视国际以“微型数字式口吃矫正器在成都面世”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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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专题报道；05年，思比易®全线产品正式在中国上市，微迪数字所在城市的媒体《成都日报》对微迪数字和思比易®产品进行了报道；06

年，思比易®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盒式机 PCT，四川新闻网对此进行了报道；07年，网易以“新型口吃矫正器”为题对思比易®进行了报道。

◆独特的工作原理，自有专利技术

思比易®的基本设计构想来自于一种被称为“同声说话”的自然现象。口吃障碍者在与他人一起同时说话或唱歌时，口吃程度会明显减轻，

甚至消失。这种“同声说话”的效果已经被记载几十年了，并经过了广泛的验证，但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充分利用这一自然

原理的有效手段，方便的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造福于广大的口吃障碍者。

微迪数字与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合作，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认为口吃主要是由大脑的左、右半球某种交流不畅而引起的，进而发明了一种

缓解和矫正口吃患者的有效方法第二言语信号反馈，直接并强有利地改善大脑的左、右半球的交流状态，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口吃，达到缓解和

矫正口吃的效果，该方法获得中国专利。

◆基于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经严格科学验证和临床试验，矫正效果明显

权威临床试验表明使用思比易®矫正效果明显。思比易®顾客满意度表明，我们的顾客对他们做与过出购买口吃矫正器的决定是满意的。思

比易®除了可以改善说话的流畅度，还可以帮助顾客增强自信心，感觉自立、自由，同时通过有效地交流，改善了社会和职业关系，从而带来了

一种全新的生活感受。

◆无需语训，自然流畅，矫正效果长期持续

许多人初次配戴了思比易®后会立刻感觉到它改善言语流畅度的神奇效果。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会感觉到显著的改善效果，当熟悉了思比易

®，通过学会适应并驾驭思比易®的反馈信号，讲话流畅度将得到持续改善，思比易®的效果也将逐步发挥到极致。

◆隐蔽性强，使用不影响日常生活

思比易®隐蔽性强，旁人很难发现，这对于增加交流时的信心非常有帮助。从对几千名顾客的调查表明，它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语言环境。

◆量身定制，适应个体需求

思比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能根据顾客口吃障碍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验配和定制，以达到最佳的符合度和最好的矫正效果。

口吃可能是由于脑部结构差异所致

科学家利用声音图像反馈系统对 16名长期口吃的病人和 16名健康者的大脑进行研究，发现口吃者左额叶或右额叶明显比正常人大，同时

其脑部形状的不规则也很突出。

医学记录表明，口吃者没有任何身体缺陷，出现口吃可能是因为神经因素或婴幼儿学习时期承受过重压力等环境原因所致。

口吃者脑波图 口吃者脑波图

未使用思比易®前 使用思比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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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1.3%1.3%的年轻人患口吃沉迷网络是病因

偏爱网络交流而忽视口头交流；注重听写学习而忽视读说学习；喜欢发短消息而不愿打电话……时下，年轻人的某些生活、学习方式，使

言语锻炼机会相对减少，导致口吃危险因素的增加。近日，中华医学会一份专项抽样调查资料显示，

15至 23岁的人群中，口吃患者在两年中增加了 2成，达到总数的 1.3%。

记者日前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口吃矫正康复中心了解到，原来在儿童期发病率较高

的口吃疾病，正在逐步向青年人群逼近。昨天在该院9位就诊的青年中，除了 1位是由于遗传因素

导致口吃外，其余的 8位患者平时都有用电脑网络与外界交流的嗜好，久而久之，说话的生理功能

便逐渐退化，形成了轻度或中度的口吃疾病。

据口吃矫正康复中心的严昌道教授介绍，口吃这种语言功能障碍发病的机理极为复杂，在一定

程度上还会合并情绪障碍及与情绪异常有关的疾病。要预防口吃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口多说话，如果患上了口吃，首先应该消除心理阴影，

进行及时治疗，在医师的指导下创造一个宽松的言语环境。

来源：中华康网

微迪十年 真情回馈

——口吃矫正器活动

【微迪数字讯】微迪数字，中国十年。2009年 10月 22日，微迪数字即将迎来十年庆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恰逢第 12 届“国际口吃日”。

微迪数字一直致力于诊断和治疗大众传播失调疾病，从微迪数字研发生产出全世界第一台微型数字式口吃矫正器——思比易®开始，就一直成

为该行业的领跑者。微迪数字是中国境内唯一取得CE、FDA 认证的口吃矫正器生产企业，并一直努力为广大口吃患者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口

吃矫正仪器。此次恰逢国庆 60周年和微迪数字 10周年双庆时期，特推出“微迪十年 真情回馈”活动，以期将更大的实惠反馈给广大的吃友们 ！



新闻简报 2009 年 9 月 30 日 第五期

8

更多详情，请登录 http://www.micro-dsp.com

http://www.micro-dsp.com/speecheasy_event.htm

问题 1111：流畅大师和思比易有什么区别？

流畅大师™是在思比易®产品的基础上，2008年针对汉语的语速比较慢、单音节发音等特点，开发的最新的数字语言矫正方案，针对中

国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功能优化，是一款更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是思比易®产品在中国上市以来，对用户厚爱的真情答谢。

问题 2222：使用思比易男性和女性使用效果有区别吗？使用之后可以立马流畅说话吗？

至今未发现思比易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效果差异。使用效果方面因人而异，一些人特别容易接收AAF的作用，几乎一带上思比易后就能

变得说话流利。然而，有些人需要少许训练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在评估过程中，思比易供应商将会为使用者培训两小时左右，使他们

获得最佳效果。在这段时间里，大多数使用者在使用时感到舒适，体验到讲话流畅度的持续提高。而且，许多使用者指出，在他们收到思比易

后，按照供应商授予的简单方法使用，几天后达到了最高的流利水平。

http://www.micro-dsp.com
http://www.micro-ds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