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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谈到手写用户，不少人的印象是“年龄大”、“不会拼音”、“用的人少”，根据《2018 上半
年中国手机输入法分析报告》，在输入方式选择上，拼音、语音、手写是当前主流输入方式，比
例分别为：拼音输入法用户 60%，语音输入法用户 41%，手写输入法用户 28%。

手写输入法并不是“非主流”，为何手写人群在我们周围好像很难见到？手写用户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群？他们是谁？如何看待手写功能？有什么手写习惯？非手写用户又如何看待手写功能？是
否有手写需求？

带着这些问题，搜狐数字之道联合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开展了电子设备手写功能的使用情况调查，
以正在使用手写功能的用户（以下简称“手写用户”）为调查对象，收集到 512 份有效问卷，以“手
写功能的非手写用户”（以下简称“非手写用户”）为调查对象，共收集到 1000 份有效问卷。
在对 1512 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同时，组织 13 位手写用户、非手写用户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和深
度访谈。尝试从态度、认知、行为等几个维度了解手写人群以及潜在手写人群的手写需求。



4

“手写”背景研究



“手写”背景研究

手写识别最早可以溯源至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软硬件的提升及机器学习的
不断进步，手写识别也走入新的发展阶段。

有学者认为手写识别可分为五个阶段，上世纪 50 年代至 1980 年属于早期发展阶段；1980 年
至 1992 年为发展中期阶段；1992 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以多点触控技术为代表的突破出
现后，1998 年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手写识别逐渐成熟并开始广泛应用；2010 年，随着触
控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对汉字识别的大力研究，手写识别进入第二次高速发展期，出现了多
字符连续输入、非完整识别等创新性研究。

手写识别的发展，一方面源自硬件设备的提升，比如从电阻屏到电容屏的发展，人们对手写输入
也有了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手写技术本身的不断进步，手写速度不断提升、识别精准度越来越
高等等。本报告主要从手写技术角度探讨手写识别的发展。

从近些年手写技术专利申请情况来看，手写技术按照其解决问题的种类可分为手写速度、手写准
确度、手写界面、手写辅助。就手写笔的应用场景来说，一般分为“手写输入法”和“手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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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背景研究

手写输入法

赛诺机构发布的《2018 上半年中国手机输入法分析报告》预测， 2018 年手机输入法市场规模
突破 9.8 亿，环比增长 22.5%。其中输入法活跃用户占比超过 54%。作为手机主要输入工具，
用户规模和数量都保持持续增长。调研数据显示，社交类 APP 中输入法占比高达 74%，能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用户需求和使用习惯。

在输入方式的选择上，拼音、语音和手写是当前主流的输入方式，其中使用拼音输入法用户占
60%，语音输入法 41%，手写输入法占 28%。

在满意度方面，用户最关注的是输入准确率和效率，其次皮肤、表情、字体、多语种等也是关注
因素。报告显示，输入卡顿、占用内存大、广告骚扰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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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背景研究

手写笔

手写笔及其分类
手写笔是一种捕捉用户手写或绘画的模拟信息并将其转化为电子数据的输入设备，使得这些数据
能够用于各种应用中。手写笔通常与电子笔记本一起使用。按照工作原理，手写笔可以分为电阻式、
电磁式和电容式手写笔等。

手写笔应用场景

（1）       商务办公

手写笔的一大主力用户人群就是商务人士，对他们来说，手写笔快速纪录、标注的功能，小巧、
方便携带的设计，是他们选择这一产品的最大动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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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写”背景研究

（2）      设计画图
无论是三星 S Pen 还是苹果 Apple Pencil，都以其高精度、流畅的使用体验吸引不少设计师。
对设计师来说，随时随地记录灵感，并可随时随地转换电子制式方便传播，利用手写笔和电子版
作图是最便捷的方式。相较于商务人士记笔记、标注等功能，设计师对手写笔的精度、流畅度要
求无疑更高。

（3）      教育教学
教育教学也将是手写笔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在计算机教学越来越普及的今天，利用智能手写笔
采集学生的笔迹、分析学生的学习时长、使用习惯等，可为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极
具价值的海量分析数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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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数字之道联合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开展了电子设备手写功能的使用情况调查，以正在使用手写功能
的用户（以下简称“手写用户”）为调查对象，收集到512份有效问卷，以“手写功能的非手写用户”
（以下简称“非手写用户”）为调查对象，共收集到 1000 份有效问卷。在对这 1512 份问卷进
行数据分析的同时，组织 13 位手写用户、非手写用户进行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

结论摘要：

● 手写功能的用户粘性高
● 用户期望手写笔能实现“多功能一体化”
● 手写用户不排斥“尝鲜”，乐于拥抱手写笔的新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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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手写用户的数据画像

此次调查中的 512 位手写用户分布在计算机、制造业、科教文体、传媒营销等多个行业，分布
于全国 81 个城市，其中 33.8% 的人身处北京和上海，41.2% 的人集中在天津、重庆和其他省
会城市，98.3% 的受访者年龄在 18-65 岁，排在前 3 名的职业为专职技术人员、制造业人员、
公务人员。他们最常使用的手写设备是手机，占比超过 9 成，排在其后的是平板电脑、数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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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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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手写用户的行为符号

   对“手写”的忠诚度高 

“手写年限”：调查手写用户中有 82% 的人使用手写功能超过 1 年，
   其中近 1/4 的人是这一功能的“忠实粉丝”，已经使用手写功能 5 年以上；
“手写驱动力”：超 6 成手写用户选择使用手写功能是基于书写习惯；
“手写推荐指数”：84.2% 的手写用户会向周围的人推荐手写功能。

   最常用的设备是“手机”和“手指”
   就手写“工具”而言，超 8 成受访者习惯手指操作，超 4 成受访者选择手写笔，在调研深访中，
   有用户表示“手写笔是手指的延伸”。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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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手写”主要为“输文字”和“做标注”

从用户使用的主要手写功能来看，受访者使用手写功能，除了“输入文字”外，最主要是为适应
键盘打字不方便的情况，即做标注、画图、涂鸦等。近 4 成受访者看重手写功能更便于临时记录，
近 3 成受访者认为手写功能更便于画图、批注。

/ 4/ 0// 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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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手写用户的真实体验

手写用户认为“手写”的 3 大优势分别是：“方便快捷”、“真实笔触”、“融合多种功能于一
体”。在焦点小组访谈中，受访者认为手写笔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便捷，看重手写操作的灵活性。

调查数据中，用户最看重手写功能的灵敏度、操作便捷度、准确度，而当前手写笔已经很大程度
上满足了这些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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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虽然手写用户对当前的手写功能和手写笔的认可度较高，但也并非 100% 满意。就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看，“手写输入法不易多字整句一次性输入”、“手写输入法错误率高”、“手
写输入法反应慢”是用户反应最强烈的问题。

11



用户对手写笔的期待

调查数据显示，92.8% 的受访者看重手写笔的真实手写感。基于目前手写笔的使用情况，用户
对手写笔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期待。

解密手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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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13



基于手写习惯，圆柱体仍是用户预期中手写笔形状的“主流”，6 成用户希望手写笔是圆柱结构，
在调研访谈中，也有用户表示“理解手机越做越薄，手写笔无法做到跟普通笔一样的手握感。”
从连接方式看，超过 6 成的户倾向“无线连接”，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手写笔都为无线连接。
 
除“手写”基础配置外，用户对手写笔功能要求并不单一，半数用户希望手写笔能承担“切换幻
灯片”、“切换屏幕界面”等原本属于鼠标的功能。74.8% 的受访者表示，“在需要合照但无法
求助他人时，首选愿意尝试手写笔进行蓝牙遥控拍照”，其次才是定时拍摄。焦点小组访谈中，
大部分女性用户对手写笔“遥控拍照”的功能表现出极大兴趣，并多会与“自拍”相联系，认为“遥
控拍照比较方便，是手臂的延伸。”

综合来看，用户期望手写笔能实现“多功能一体化”。

解密手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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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手写用户

手写用户的“尝鲜意愿”

超 9 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尝试手写笔的其他辅助功
能。
在身边只有手机时，如果
需临时记录文字，“息屏
快写” （锁屏手写输入并
保存至手机）是受访者最
青睐的方式，占受访人数
的 42%。焦点小组访谈中，
受访者表示“息屏快写”
是自己最感兴趣的功能 ,
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备
忘、临时辅助记忆，可适
用于工作、生活、游戏等
多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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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结论摘要：

 ● 非手写用户对“手写”存在刻板印象

 ● 非手写用户具备手写设备的消费需求

 ● 非手写用户对手写笔的“尝鲜意愿”并不弱于手写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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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用户对“手写”存在刻板印象

我们调查的 1000 名非手写用户中，96.7% 的受访者年龄分布在 18-65 岁之间，具备使用电子
设备手写功能的能力。调查数据显示，提到“电子设备手写功能”时，58.3% 的非手写用户想
到的是“手写输入法”，其次才是手写笔、新科技。这一现象与当前的电子设备市场相关，即许
多手机没有配备手写笔，但基本都有手写输入法。至于为何不使用手写功能，5 成以上的非手写
用户表示是因为“习惯打字”、“手写输入速度慢”。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12.3% 的非手写用户认为手写功能具有“商务”的特性，这一认知与许多
高端手机致力将商务人士作为消费者的现状存在偏差，是对手写功能的一种认识误区。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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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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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非手写用户对“手写笔”也存在一定“偏见”。除“写字 / 打字”一项，非手写用户对手写笔的
辅助功能不了解，仅 4 成非手写用户知道手写笔可以“充当鼠标”、“进行幻灯片翻页”，了解
手写笔“修图”、“橡皮擦”等功能的用户不足 3 成，至于遥控拍照、息屏快写等更为高级的手
写笔辅助功能，仅有不足 2 成受访者表示知道。

调查数据与焦点小组访谈的结果一致，焦点小组中，被访谈用户认为手写的遥控播放 PPT、音乐、
视频的功能实用性有限，担心可能会增加多余的操作步骤。部分焦点小组的受访者还表示不理解
“息屏”等专业术语的字面意思，存在因专业、行业术语而带来的语言理解障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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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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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手写功能和手写笔的认识，非手写用户对于手写用户存在一定“误解”。57.6% 的非手
写用户认为手写用户为“中老年人”，35.5% 的人对手写用户的印象是“高管阶层”。焦点小
组访谈同样证实了这一发现，即目前仍然存在对于手写人群存在“刻板印象”。

接受访谈的用户认为使用手写输入的用户多是不会“拼音”输入法的用户，或者是作为“身份的
象征”，比如一些“彰显自己身份的老板”。大部分的年轻用户认为手写笔写出来的字很丑。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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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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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对比键盘输入法，41.2% 的非手写用户对手写输入法表现出了“排斥”，即不愿意尝试将当前
手机切换至手写输入法。接受焦点小组访谈的年轻用户普遍认为用手写输入法的打字速度慢于拼
音输入，认为手写输入法不易多字整句一次性输入，手写笔续航能力差，担心手写笔会丢失。

要营造手写功能的“精致感”，除了对手写功能本身进行优化，也许打破固化认知，提高年轻消
费者对其的认可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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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用户具备手写设备的消费需求

虽然对手写功能、手写笔、手写人群存在一定的“固化认识”，非手写用户并非没有手写需求。

非手写用户认为当前手机键盘输入法并非完美，至少存在3大问题：

1. 键入字母后难以精确找到目标字段，需下拉菜单寻找
2. 难以精确定位到某一个字符前后进行更改
3. 打错字几率高（现实生活中不乏由于键盘输入法打错字而产生误解）

手写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

电子设备普及的今天，手写功能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非手写用户手写频率高，近 6 成调查用户
每天都会手写文字， 6 成对调查用户在工作场合需要手写，日常学习、个人兴趣（如绘画、日记）、
个人签名等也经常用到手写，这与“电子时代基本不怎么写字”的直观印象不同。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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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非手写用户使用手机时，手写
需求最大的是：编辑信息、阅
读批注、信息备忘、修图、手
机画图 5 个场景。除“编辑信
息”之外，其他各项均是“纸”
和“笔”在电子领域的延伸，
手写操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要
比键盘操作便捷。

25



32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非手写用户的“手写期望”

如果考虑使用手写功能，非手写用户同时看重流畅度、准确度、灵敏度、速度、笔触感，5 项的
调查结果相差不大。

26



对于手写笔，非手写用户认为，电子设备配置手写笔最重要的 3 个特征应该是：便于携带、手写
流畅快速、手写准确灵敏。相比前 3 项“硬核”能力，非手写用户对手写笔的外观、充电方式、
使用舒适度、连接的方便程度等方面的期待程度一般。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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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非手写用户的“尝鲜意愿”vs“购买意愿”

基于以上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我们还发现，非手写用户对手写功能的“尝鲜意愿”并不弱于手写
用户。在需要拍照但无法救助他人时，7 成非手写用户表示愿意尝试用手机手写笔蓝牙遥控拍照，
约 9 成非手写用户愿意尝试用手写笔播放 PPT、设计或查看图片、播放音频。

在需要临时记录文字而身边只有手机时，非手写用户对“息屏快写”功能的认可程度要高于“打
开手机录音功能、语音记录”和“打开手机备忘录、打字输入”。

在更换手机时，非手写用户最常考虑的 5 大品牌为：华为、苹果、小米、三星、OPPO。对于非
手写用户来说，购入新手机时，除了“手机性价比”、“存储空间”、“续航能力”等“硬核”
要素，手写功能也被用户关注。

28



非手写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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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手写体验”访谈报告
以三星note9为例



数字之道项目组和和北京大学研究团队，以三星 note9 为试用设备，组织焦点小组讨论和一对一
深度访谈”，观察和了解用户对“手写笔输入”的认知和行为习惯。

访谈说明： 
对象构成：共计参与访谈 有 13 人，年龄在 20 岁 -47 岁之间。其中非手写用户 8 人，包括大学
生 2 人（1 男、1 女）、软件开发工程师 1 人（男）、硬件工程师 1 人（男）、媒体人 1 人（女）、
公司白领 3 人（1 男 2 女）；手写用户 5 人，包括大学生 1 人（女）、国企职员 1 人（女）、
公司高管 1 人（男）、公司中层 1 人（男）、媒体人 1 人（女）。

访谈设计：设计了开放性讨论、实验（观看视频广告）、观察使用等环节，并对访谈对象的认知、
行为通过前测和后测做比对分析。通过有经验的主持人激发每一个小组成员的真实想法。

用户“手写体验”访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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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摘要

● 潜在用户及目标用户对于手写笔、note9 性能、三星品牌的认知都有待提高
● 用户对于 note 手写笔满意度较高，三星品牌用户忠诚度高。
● 潜在消费者表现出了对于手写笔、note9 的极大兴趣和购买意愿，特别是 IT 男、女性、
       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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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整体对手写笔的认知有限

1.	 对手写功能认知单一

通过对于手写笔功能使用的前测、后测发现，接受访谈的潜在用户对于手写笔的认知多停留在打
字 / 写字、画图这一功能上，不了解手写笔的遥控拍照、充当鼠标、息屏快写等功能，还有部分
用户表现出不理解“息屏”等专业术语的字面意思，存在因专业、行业术语而带来的语言理解障碍。

2.	 对手写输入速度认知不同

接受访谈的年轻用户普遍认为用手写输入法的打字速度慢于拼音输入，认为手写输入法不易多字
整句一次性输入，手写笔续航能力差，担心手写笔会丢失。
年长用户或手写用户（拼音输入法不熟练）的用户认为手写输入更快。

32



40

用户“手写体验”访谈报告

3.	 对于手写人群存在“刻板印象”

接受访谈的用户认为使用手写输入的用户多是不会“拼音”输入法的用户，或者是作为“身份的
象征”，比如一些“彰显自己身份的老板”。大部分的年轻用户认为手写笔写出来的字很丑。

4.	 对于手写笔的适用场景认知有局限

被访谈用户认为手写的遥控播放 PPT、音乐、视频的功能实用性有限。主要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
一是认为会增加操作步骤，平添了多余的动作。
二是不了解如何将手机与投影仪连接，对于不熟悉操作过程和步骤的人来说，存在接入技术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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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于 note9 手写笔的态度非常积极

总体来说，所有接受访谈、体验 note9 手写笔的用户都对手写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积极态度，
手写笔使用灵活、流畅，笔触感好、精确度高，是“手指的延伸”。

认知、态度改观

访谈中，通过对潜在用户使用实验法进行前测和后测，被访谈用户使用“惊艳”、“颠覆了过去
对于手写笔的印象”、“厉害”、“改进了很多”等语句来形容对于 note9 手写笔使用之后的感
受，均表示愿意“尝试”购买使用；潜在用户在实际操作了 note9 的手写笔之后，表示对手写笔
的“认识改观很大”。有用户认为自己“已经不足够了解三星，没有想到它的手写笔功能强大”。

认为 note9 的手写笔颜色丰富，外观很好看，写来有“柔软”的笔触感，非常流畅、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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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购买意愿及行为改变

部分接受访谈的用户（白领）现场适用之后表示自己考虑购入，并且愿意推荐给身边的商务人士，
或如果有必要亦会作为礼品赠送给有需求的家人或商务人士、或高校的老教授（一些教授有成熟
的 PPT，但是又不是很会操作翻页笔、投影仪，或许有一个手机连接能够更方便他们使用）。

2.	 写笔是手机购买的主要动因

无论是已经使用 note 系列手机的用户，还是有购买意愿的用户，手写笔占到了购买动因的
90%。Note8 的用户认为，手写笔在距离手机太远了就会发出提示音，非常方便，所以不会担
心手写笔丢失。

3.	 手写笔增强了用户的忠诚度和黏性

已经在使用 note 系列的用户认为，因为有手写笔的存在，即便购买了其他品牌的手机，也是作
为备用机使用，主要使用的还是 note 系列的手机。手写笔的不断改进，一方面增加了既有用户
的忠诚度，又有一些潜在用户表现出了积极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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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于手写笔的主要需求

被访谈用户认为手写笔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便捷”，最看重使用起来非常“灵活”、“笔触感
好”，最看重的是以下 4 个功能：

截屏标注 息屏手写 动态信息图 遥控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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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标注：日常工作中使
用频率最高、最受欢迎的
功能。特别是对于公司高
层及互联网工作者、媒体
人，在日常的工作沟通中，
会经常遇到需要截图之后
在图上做标注、体现审核
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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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屏手写：日常工作中会用到、用户最意外、最感兴趣的功能。用于着急情况的备忘、临时
辅助记忆或者团建游戏中会用到。同时，部分用户存在对于这个功能的理解障碍，在清楚了
功能用途之后，又对这个功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出乎意料。

用户“手写体验”访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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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图：用户觉得最有意思、最好玩儿的功能。用户可以参与创作、定制自己的表情包，并
添加文字，发送给朋友，既可以增加参与感，又有自主创新的空间。有用户认为这一项可以在广
告中作为卖点突出强调。

遥控拍照：大部分接受访谈的女性用户对于此项功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多会与“自拍”相联系。
认为遥控拍照比较方便，是手臂的延伸。

用户“手写体验”访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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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ote9 手写笔的更多期待

1.	 手写笔截屏标注功能 :
截图之后的标注过程中，既可以自由勾画，也希望可以直接是“方框”、“圆圈”框住想标注的
文字内容，类似 QQ 截图或者微信截图的方框标注功能。

2.	 手写笔的图可以提取到PS中 :
日常有设计或绘图需要的用户，希望在画完之后如果可以提取出来放到 ps 上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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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用户使用三星 note9 手写笔创作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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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写笔输入的内容可以一键删除 :
用户发现手写笔中虽然设置有橡皮擦，可以选中删除，但是如果要删除的文字内容较多时，需要
在手机屏幕上反复多次才能全部删除，更愿意使用撤销，或一键全部删除。

2.	 手写笔输入文字优化 :
部分用户认为自己写在手机笔记中的文字“太丑”，希望手写笔输入的字体可以优化，让显示的
文字内容更好看，排版更加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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