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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Paper Note Tips 

介绍 

使用这个 App 来建立你的笔记、备忘录、概念、草图、笔迹和绘图。 

 容易地整理、编辑及浏览你的笔记本档案。 

 缩图浏览功能。 

 汇入图片或拍照插入数字笔记页内。 

 导出为 PDF 及 图片档案。 

 分享你的笔迹、贴图或草图至通讯或社群软件。(例如: Facebook、Line 。) 

精细、清晰且具有非常完美的压力感应效果 

在这个 App 里面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指来写、绘图或者操作所有的功能。 

提示! 为了要得到更精致、清晰且具有非常完美的压力感应效

果的笔迹或绘图，我们建议你拥有一个 PenPaper (数

字 笔 记 本  for iPad / iPhone) 。  请 拜 访 

www.acecad.com.tw 网站来得到更多信息。 

 PenPaper 藉由具有压力感应、免电池且具有墨水之数

字笔，将你所有书写或绘制于纸张上的笔迹透过蓝牙实

时传送至 iPad / iPhone 或 Windows 计算机。 

 App 中出现的笔迹是根据你所选择的「笔的工具」，例如：笔的种类、颜色及线条

粗细。 

 在 App 中的「笔的工具」支持 PenPaper 的具有墨水之数字笔。 

「笔的工具」包含压力感应笔 、一般笔  及铅笔 。

 
点击上面照片来拨放展示影片 

http://www.acecad.com.tw/
https://youtu.be/S-Mcaz_18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Mcaz_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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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enPaper 及这个 App 建立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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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中的工具 

提示! 点击一本笔记本来选择它。 

 这个被选择的笔记本将会被一个橘色框包围。 

 

新增一本笔记本。 

 

复制被选择的笔记本。 

 

贴上被复制的笔记本。 

 

删除被选择的笔记本。 

 

设定被选择的笔记本分类颜色及背景样式。 

 

分享被选择的笔记本为 PDF 档案。 

 

App 与 PenPaper 配对 

 联机时，此工具图标显示为蓝色。 

 断线时，此工具图标显示为灰色。 

 

提示。 

 

App 信息。 

目前数字笔记页的工具 

提示! 点击开启被选择或者双击开启未被选择的笔记本，该笔记本的数字笔记页将会显示

在屏幕上。 

 

储存目前的笔记本并回至书架。 

 

取消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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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感应笔。 

再次点击可选择颜色及线条粗细。 

 

一般笔。 

再次点击可选择颜色及线条粗细。 

 

铅笔。 

再次点击可选择颜色及线条粗细。 

 

荧光笔。 

再次点击可选择颜色及线条粗细。 

 

橡皮擦。 

 

文字框。 

 

使用屏幕键盘。 

 

选择字型、文字大小、文字颜色及文字框背景颜色。 

 

汇入一张图片或拍照。 

汇入图片后，你可以改变大小、移动及旋转图片。  

 

从相簿汇入一张照片。 

 

照相机拍照后汇入。 

 

选择对象 

点击一个对象（笔迹、文字框或照片）。 

*** 你可以改变颜色、大小、复制、贴上、删除、旋转或移动被选择的

对象。 

 

方形选择框 

拖拉一个方形选择框来圈选你想要选择的对象。 

 

套索选择框 

拖拉出一个任意框来圈选你想要选择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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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选择 

直接划过你想要选择的笔迹。此方式无法选择照片及文字框。 

 

分享目前笔记页为 PDF 或 JPG。 

 

检视浏览目前笔记本。（无编辑功能） 

 

App 与 PenPaper 联机状态指示 

 联机时，此工具图标显示为蓝色， 

PenPaper 可以在 App 中使用。 

 断线时，此工具图标显示为灰色。 

 

联机中的 PenPaper 电池电量状态 

当这个图示从绿色变为红色且数字笔记板右边红色 LED 灯 缓慢地闪

烁，代表 PenPaper 电池为低电量状态，请为你的 PenPaper 充电。 

当 PenPaper 在充电时，你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PenPaper。 

 

上一页。 

 

开启缩图浏览功能。 

 

下一页或新增一页。 

 

手掌休息区 

将此工具从屏幕下方向上拖曳出一个手掌休息区，避免你用手指书写或

绘图时因手掌误触而产生的笔迹。 

当你使用 PenPaper 来书写或绘图时，此手掌休息区将会自动被关闭

。 

缩图浏览功能的工具 

提示! 在你点击  缩图浏览工具时，你可以使用手指左右滑动缩图浏览。 

提示! 点击一个缩图笔记页成为目前的数字笔记页。  

 目前的缩图笔记页将会被橘色框包围。 

 

移动… 

目前的数字笔记页将会被移动到你指定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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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数字笔记页后新增一页空白数字笔记页，且它会成为目前的数

字笔记页面。 

 

选择及未选择笔记页 

 当被选择时，此图标显示为蓝色。 

 未被选择时，此图标显示为灰色。 

 

复制被选择的笔记页。 

 

贴上复制的笔记页至目前的数字笔记页后面，或者贴至其它的笔记本。 

 

删除被选择的笔记页。 

放大或缩小目前的笔记页 
你可以放大目前的数字笔记页来寻找或做更精细的绘图或修改。即使你放大目前的数字笔记

页，纸张笔记本上的书写区仍然直接对应整个目前的数字笔记页。 

PenPaper 自动关机功能 

如果 30 分钟内数字笔未进入数字笔记板的书写区域，数字笔记板将会自动关机。 

PenPaper 与 App 支持背景执行 

当 PenPaper 与 App 联机时，即使 App 在背景执行或者 iPad / iPhone 进入睡眠模式

，App 中目前的数字笔记页仍然可以继续使用 PenPaper。 

Trademark Information 

ACECAD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ACE CAD Enterprise Co., Ltd.  

The Bluetooth word mark and logo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wned by the Bluetooth SIG, Inc. and any use of such 

marks by ACE CAD Enterprise Co., Ltd. (ACECAD) is under license.  

Other trademarks and trade names are those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Copyright Notice 

©2016 ACE CAD Enterpri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