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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63 年被發明到現在，鼠標已經存在于這個世界上半個多世紀了，它自然不會輕
易退出。然而觸控時代已經到來；也許有一天，它會最終完成自己的使命。
讓我們假裝 11 月 11 日是一個無比普通的日子，自動屏蔽所有跟銷售額有關的數字；
這時候很容易注意到：Surface Pro 4 和 iPad Pro 這對老冤家，以及配合它們工作的鍵盤
和觸控筆，已經在中國正式開賣了。
之所以再次拿它們來說事兒，是因為筆者在電腦面前瘋狂剁手時突然想到：既然人
們已經不可避免進入到觸控時代，那麽對于以 Surface 系列為代表的 Windows 電腦（蘋
果還沒有打算用 iPad Pro 取代 MAC）而言，Surface Pen 觸控筆對于鼠標顯然有著很大
的功能替代性。
那麽問題來了，觸控時代來了，鼠標會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嗎？

觸控時代來了，
我們還需要鼠標嗎？

觸控筆的辛酸和幸運
觸控筆這種工具的存在，注定是要伴隨著
可觸控屏幕的應用的；所以當 1987 年第一款手
寫識別平板電腦 Linus Write-Top 誕生的時候，
觸控筆就隨之而産生了。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從 1987 年之
後一直到 2010 年 1 月份 iPad 誕生，期間的二十
余年，有不少人嘗試過推出平板電腦——其中
就包括比爾蓋茨 2000 年發布的原型産品，但似
乎並沒有收到人們的歡迎；因此觸控筆也一直
隨之而處于邊緣狀態。
當然，觸控筆並非是平板電腦的專利。實
際上早在功能機時代，就已經有手機支持觸控
筆操作了；比如說 2006 年發布的 Moto E6 等手
機。甚至到了智能手機時代，三星所推出的
Galaxy Note 系列都搭載了觸控筆。然而，即使
是在大屏智能手機上，觸控筆依然沒有很大的
存在空間。
何以如此？原因可能只有兩個字：需求。當
一個産品的存在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時候，它
只能處于被忽略狀態。在 iPad 之前，人們對于
平板電腦幾乎沒有什麽需求，自然也就對于觸
控筆沒有需求了；而對于智能手機而言，人們
顯然更習慣于用手指操作。所以，觸控筆只能
無奈地處于人們的使用需求之外。
後來，雖然 iPad 作爲一款平板電腦推動了

人們
對于
平板
電腦
的需求，但
遺憾的是，
運行在 iPad 上的 iOS 卻是“ 爲手指而生”
的；依然沒有觸控筆什麽事兒。
所幸，Surface 出現了。
2012 年 6 月 19 日，微軟正式發布了 Surface
平板電腦，同時發布的還有配合 Surface 使用
的鍵盤蓋和觸控筆。此後 Surface 在發展過程中
也在不斷改變；幾經離合悲歡之後，Surface 在
第三代完全成爲微軟用以搭載和展示 Window
操作系統的産品，它開始代表 PC 的未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每一代 Surface 産品都能夠通過 USB 接口使用鼠標，但是
微軟依然爲每一款 Surface 配備了鍵盤蓋和觸
控筆。
為什麽 Surface 需要觸控筆？
微軟爲什麽要堅持爲 Surface 這個産品系配
上鍵盤蓋和觸控筆？鍵盤蓋很容易理解，主要
是爲了提升輸入文字效率的需要；但是對于觸
控筆而言，原因卻有些複雜。
首先 Surface 這款産品的出現，是基于微軟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下對于計算機未來發展方
向的一種判斷：觸控化。如果說 iPhone 的可觸
控操作引領了智能手機全面觸控化風潮的話，
那麽 iPad 作爲一款可觸控的平板電腦對于上
網本的侵蝕，對于微軟在 PC 界的地位構成了
巨大的潛在性挑戰，但同時也是一個有力的啓
發。
所 以，從 Windows 8 開 始，微 軟 決 定 將
Windows 操作系統向著“ 觸控友好”的方向發
展；與此同時，爲了引領衆多 PC 硬件廠商，微
軟 不 得 不 推 出 搭 載 Windows 8/8.1/10 的 Surface 系列。而作爲一個全新産品類型出現的

Surface，在操作方式上除了有傳統的鍵盤和鼠
標之外，又多了一種全新的操作方式——觸
控；而且很明顯的是，觸控才是微軟著力推進
的方向。
然而，想要把觸控簡單地移植到 Surface
上，並沒有那麽容易。
觸控時代的移動操作系統——比如說 iOS
和 Android，從一開始的設計理念上都是基于
手指觸控操作的；所以在交互界面的設計上，
充分基于手指觸控——靈活卻不夠精准——
的特點進行了優化。
而 Surface 所搭載的 Windows8/10 系統雖然
已經針對手指觸控進行了界面優化，比如說應
用程序圖標磁貼化、Modern UI、扁平化等等，
但是 Windows 8/10 系統作爲對以往 Windows
版本的集成和繼承之作，依然是極爲複雜的；
因此在許多界面下，需要進行極其精准和細微
的操作。而這類操作，是我們的手指不能勝任
的。
所以，爲了最大程度上滿足 Windows8/10
操作系統和 Surface 對于精准觸控的要求，微軟
堅持使用了觸控筆。可以說，觸控筆在 Surface
上的存在是爲了彌補手指觸控上的不足，同時
也是手指觸控在功能上的延伸。
當然，不要忘了觸控筆作爲一支電子筆的
本質。它除了操作上的功用，當然也能夠實現
在一些特定軟件下的電子書寫功能；比如說微
軟自家開發的 OneNote 軟件，能夠允許用戶通
過觸控筆在該界面下自由書寫以記錄筆記，從
而完整地保留書寫的痕迹。
這一點，也是 Surface 之外的其他的産品
——比如說 iPadPro，也開始使用觸控筆的原因
之所在。
一切沒有那麽容易
當可以精准操作的觸控筆來到 Surface，鼠
標的地位忽然便得尴尬起來；因爲鼠標存在的
主意義就是在傳統的 Windows 操作系統上實

現精細化的操作。而如今觸控筆的出現正是要
以觸控的方式實現這種操作，所以說 Surface
Pen 觸控筆對于鼠標有著很大的功能替代性。
當然，事情也沒有那麽簡單。
目前鼠標上還有很多功能是觸控筆無法
徹底取代的。一個最直觀的例子，就是鼠標右
鍵所承載的功能。一般來說，鼠標的左右鍵分
工十分明確，左鍵所承擔的主要是確認、選擇、
進入等功能，而右鍵所承擔的主要是被選擇對
象的菜單擴展功能。
然而，目前觸控筆的操作方式只有一種
——點擊觸控；因此它只能取代鼠標左鍵的功
能；至于鼠標右鍵的功能，目前微軟給出的操
作方式是通過長按觸控來實現。但這種實現方
式並不十分方便，而且還有些耗費時間，影響
人們的工作效率和使用體驗。
鼠標還有一個重要功能——鼠標懸停，這
是觸控筆完全無法實現的。鼠標懸停功能的實
現是基于鼠標圖標（就是那個可愛的小箭頭）
在電腦屏幕上的存在的。正是由于這個小箭
頭，鼠標對于電腦的操作有了一個明確指引和
反饋；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小圖標在操作系
統桌面上的位置改變，實際上就已經構成一種
操作反饋——這就是所謂的鼠標懸停。實際
上，微軟在 Windows 系統的很多實用界面都使
用了鼠標懸停功能；比如說 Windows 7 右下角
的鼠標懸停桌面預覽功能、許多操作選項在鼠
標懸停時自動出現的功能介紹等。
不僅如此，許多網頁也充分地使用了鼠標
懸停功能；只要鼠標滑過，就會出現不同的反
饋。這個也是觸控筆無法實現的操作。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當初鼠標的發明太
過成功，它在被人們歡呼雀躍地接受的同時也
被賦予了太多的期待和功能；在這種情況下，
要想以一種新的方式取代它，那就相當于把人
們曾經在鼠標上付出的智慧和心血全部放棄。
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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