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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心和警告

注: “注”表示帮助您更好地使用该产品的重要信息。

小心: “小心”表示可能会损坏硬件或导致数据丢失，并说明如何避免此类问题。

警告: “警告”表示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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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触控笔

Canvas 触控笔专为高度精确和自然的书写体验而设计，并且可以在 Dell Canvas 屏幕上直接使用。触控笔采用电磁共振 (EMR) 技术，

在靠近 Dell Canvas 屏幕时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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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vas 触控笔功能

1 触控笔 2 顶部套筒按钮

3 底部套筒按钮 4 触控笔笔尖 - 笔尖

有关自定义这些功能的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自定义触控笔。

笔尖固定器
笔尖固定器包括笔尖拆卸工具和盛放笔尖的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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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尖固定器的护盖 2 笔尖拆卸工具

3 笔尖固定器 4 笔尖固定器的底座

笔尖
触控笔一共附带七个笔尖。触控笔上安装有一个硬笔尖。此外，笔尖固定器中还有六个笔尖，每个类型的笔尖各有两个：最硬、中等

硬度和软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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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尖固定器 2 B - 软笔尖

3 H - 硬笔尖 4 HB - 中等硬度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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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软件驱动程序
Microsoft Windows 10 Anniversary 版 1607 更新或更高版本支持触控笔功能。

您可以登录 dell.com/support 下载 Canvas 安装程序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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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交互
触控笔不需要电池或电源电源线便可正常工作。它可以感知施加到笔尖的压力量和倾斜度。使用触控笔的四个基本技巧是：指向、单

击、双击、拖动。

注: 在不使用触控笔时，请将它放置在磁性吸贴区（位于 Canvas 的任一侧）、触控笔和笔尖固定器中或平坦的表面上。

表. 1: 触控笔的用户操作

用户操作 说明

定位 要定位屏幕光标，请在 Dell Canvas 屏幕上方轻轻地移动触控

笔，不要触碰到屏幕表面。要进行选择，请在显示屏屏幕上按下

触控笔笔尖。

单击 用触控笔笔尖轻按显示屏屏幕一下，或者施加足够的压力用触控

笔来触碰 Canvas 屏幕，形成一个单击。

拖动 选择某个对象，然后在 Canvas 屏幕上滑动笔尖以移动该对象。

使用顶部和底部套筒按钮 这两个按钮具有可自定义的选项。默认情况下，顶部按钮设置为

擦除，底部套筒按钮设置为 Barrel（套筒）按钮。您可以在 

Canvas Pen（Canvas 触控笔）设置页面中自定义选项。

通过压力敏感度使用 要通过压力敏感度进行绘制、涂墨或书写，请沿着显示屏表面移

动触控笔，同时朝着触控笔笔尖施加不同的压力量。用力按下会

形成粗线或浓重的颜色。轻轻按下则会形成细线或比较柔和的颜

色。

通过倾斜绘图 在支持此功能的任何应用程序中，可以通过倾斜来控制线条形状

和厚度。

擦除 在支持此功能的应用程序中，触控笔橡皮擦的工作原理与铅笔橡

皮擦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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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触控笔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转到 Start（开始） > Dell Canvas > Canvas Pen（Canvas 触控笔），然后自定义触控笔设置。

以下设置在 Canvas Pen（Canvas 触控笔）控制面板设置中可用：

表. 2: Canvas 触控笔控制面板设置

功能 说明

倾斜灵敏度 允许您调整触控笔的倾斜灵敏度。它决定了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
倾斜工具来产生最大倾斜效果。对比低灵敏度，在高灵敏度下，
您需要减少触控笔的倾斜度。拖动滑块可增加或减少倾斜度。

顶部套筒按钮 Erase（擦除）选项默认处于选中状态。您可以自定义设置，方
法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其他不同的功能。有关列表中的不同功能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按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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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底部套筒按钮 Barrel（套筒）按钮选项默认处于选中状态。您可以自定义设
置，方法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其他不同的功能。有关列表中的不
同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按钮功能。

悬停单击 单击复选框，将笔尖贴近屏幕，然后按下侧开关执行功能。

笔尖选项

笔尖灵敏度 允许您调整单击压力和压力敏感度。拖动滑块以将其更改为所需
设置。

校准 您可以校准触控笔显示屏，将屏幕光标与 Canvas 屏幕上的触控
笔的位置对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校准触控笔显示屏。

配置显示屏 允许您配置显示屏设置。

显示纹波效果 要为触控笔启用可视反馈，请单击该复选框。

恢复默认设置 将更改恢复为默认设置

 

主题：

• 按钮功能

• 校准触控笔显示屏

• 关联触控笔和触控输入

• 放射状菜单设置

• 触控笔和 Windows Ink 设置

按钮功能
本主题说明了可以为顶部和底部套筒按钮配置的不同设置。两个按钮的选项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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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按钮功能

功能 说明

左侧单击 执行一项类似于单击鼠标左键的功能。

右侧单击 执行一项类似于单击鼠标右键的功能，将显示一个菜单。

中间单击 执行一项类似于单击中间鼠标按钮的功能。

双击 执行一项类似于左侧双击的功能。

单击锁定 在拖动对象或选择文本块时非常有用。

单击 4 次 执行一项类似于单击 4 次鼠标按钮的功能。

单击 5 次 执行一项类似于单击 5 次鼠标按钮的功能。

击键 选择此选项，可帮助您模拟击键。

修饰 选择此选项可帮助您模拟修饰键，如 Shift、Alt 或 CTRL。

放射状菜单 显示放射状菜单选项。

平移/滚动 支持您以任何方向将图像定位在活动窗格中。

打开/运行 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特定应用程序或文件。

擦除 在支持此功能的所有应用程序中，触控笔的笔尖具有擦除功能。

套筒按钮 套筒按钮支持 Windows 10 中的默认触控笔按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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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画板 打开画板。

OneNote 打开 OneNote。

屏幕绘图 从 Windows Ink 工作区打开画板。

便笺 打开便笺。

Ink 工作区 打开 Ink 工作区

Cortana 打开 Windows 中的帮助应用程序

已禁用 禁用按钮

校准触控笔显示屏
为了获得最佳性能，请校准触控笔显示屏，将屏幕光标与 Canvas 屏幕上的触控笔的位置对齐。您可以执行以下步骤在 Dell Canvas 屏
幕上校准触控笔：

1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转到 Start（开始） > Dell Canvas > Canvas Pen（Canvas 触控笔）。

此时将显示 Canvas Pen control panel（Canvas 触控笔控制面板）设置页面。

2 单击 Calibrate（校准）。

3 要校准触控笔显示屏，请按照屏幕上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4 要在屏幕边缘上校准，请单击 Run Additional Edge Calibration（运行额外的边缘校准）（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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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触控笔和触控输入
为了确保触控笔和触控输入正确地关联到 Dell Canvas 屏幕，建议将 Dell Canvas 设置为主显示屏。在将 Dell Canvas 用作扩展显示屏

时，您可以将触控笔和触控输入关联到 Dell Canvas 屏幕。

有关配置这些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主题：

• 将 Dell Canvas 用作主显示屏

• 将 Dell Canvas 用作扩展显示屏

将 Dell Canvas 配置为主显示屏

要设置 Dell Canvas 作为主显示屏屏幕，请执行以下步骤：

1 转到 Start（开始） > Windows Settings（Windows 设置） > System（系统） > Display（显示屏）。

2 单击 Identify（识别）。

3 从 Customize your display（自定义显示屏）窗口中选择 Dell Canvas 显示屏。

4 选择 Make this my main display（使此显示屏成为我的主显示屏）。

5 单击应用。

将 Dell Canvas 用作扩展显示屏

在将 Dell Canvas 用作扩展显示屏时，将触控笔和触控输入与 Dell Canvas 屏幕相关联。

1 在任务栏的 Search（搜索）字段中键入 Calibrate（校准）。

2 选择搜索结果 Calibrate the screen for pen or touch input（针对触控笔或触控输入校准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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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Tablet PC Settings（平板电脑 PC 设置）控制面板中，从 Display options（显示屏选项）部分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Dell 
Canvas，然后单击 Configure（配置）部分中的 Setup（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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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Identify pen or touch screens（识别触控笔或触控屏幕）控制面板中选择 Pen input（触控笔输入）或 Touch input（触控输

入）。

5 认真地阅读说明，然后按下 Enter 键，直到 Canvas 屏幕上显示配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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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触控笔或手指触碰 Canvas 屏幕，将输入与 Canvas 屏幕关联起来。

、

7 单击 Tablet PC Settings（平板电脑 PC 设置）上的 OK（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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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状菜单设置
Radial Menu（放射状菜单）控制面板提供对编辑、导航和介质控制功能的快速访问。您可以自定义标签，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不同的

功能，并将其添加到 Radial Menu（放射状菜单）设置中。

您可以单击放射状菜单，查看可以添加到 Radial Menu（放射状菜单）设置的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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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笔和 Windows Ink 设置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转到 Start（开始） > Windows Settings（Windows 设置） > Devices（设备） > Pen & Windows Ink（触

控笔和 Windows Ink），然后自定义 Canvas 触控笔设置。有关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网站：https://
microsoft.com。

图中的以下设置可以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进行自定义：

自定义触控笔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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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触控笔笔尖
为了防止您的触控笔显示屏屏幕被刮擦并获得更好的性能，请定期更换 Canvas 触控笔笔尖。

您可以从 Dell.com 上的 Dell Canvas 产品页面在线订购新的笔尖。

小心: 在正常使用下，触控笔的笔尖会磨损。当触控笔笔尖变得太短或形成一个平点时，请更换笔尖。用力过大会导致笔尖更快
地磨损。

1 要取出笔尖，请拿住笔尖拆卸工具 [A]、[1]，将开口朝向笔尖 [A]、[2]。

2 用工具扣紧笔尖，从笔杆中取出笔尖 [B]、[C]。

3 要插入笔尖，请用手指夹住笔尖 [D]、[1]。

4 将新笔尖的末端直接滑入笔杆中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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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下表列出了在使用 Canvas 触控笔时可能出现的常见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表. 4: Canvas 触控笔问题

问题 解决方案

触控笔只能在鼠标模式下使用，无法通过压力敏感度进行绘制或

书写。
• 确保已正确安装触控笔驱动程序软件。

•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软件。

• 确保在应用程序中选择该工具，并且在其中使用触控笔的应
用程序支持压力敏感度。

触控笔无法通过压力敏感度进行绘制或书写。 • 确保在其中使用触控笔的应用程序支持此功能与压力敏感
度。

• 确保在应用程序中选择正确的选项。

无法单击。 • 调整触控笔笔尖敏感度设置。

• 从 Canvas 触控笔设置页面校准触控笔精确性。

触控笔选择所有内容或者无法停止绘制。 调整触控笔笔尖敏感度设置。

在具有不同宽高比的两个或更多显示屏进行复制时，触控笔光标

映射变得不一致。

将显示屏或项目之间的图像扩展到一个显示屏。

触控笔无法正常工作。 检查 Dell Canvas 和主机系统之间的 USB 连接。

触控笔光标显示在显示屏上，而非 Dell Canvas 上。 校准触控笔显示屏，以便将屏幕光标与显示屏屏幕上触控笔的位
置对齐。

运行平板电脑 PC 设置工具，以便将触控笔输入分配到正确的屏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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