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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仍然是多数人表示同意或确认重要决定的非常自然且有意义的

方式。但是，为了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社会中保持流程效率，签名

数字化势在必行。

为什么选择sign pro PDF？
   Flexible e-signatures

数字化手写签名 
许多组织机构内部实现了无纸化，但是要完成重要的工作流程——签名确认，
还是需要纸笔来获取手写签名。 这会减缓处理速度，特别是远程工作时更是如
此。sign pro PDF 软件系列可使手写签名获取工作数字化。

sign pro PDF是为数字文档添加手写签名和文本的专业解决方案。人们通过
它可以用数字笔签署文档及填写表单，而不必打印、扫描和发送纸质文档。此
外，使用sign pro PDF 采集签名不仅安全可靠且具有法律约束力。

sign pro PDF API  
将手写电子签名集成到文档工作流程中
的便捷方式。 

sign pro PDF App 
用于将手写电子签名添加到数字文档的
独立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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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地填写表单 
在大多数工作流程中，由于纸质表单需要打印、扫描、邮寄和
存档，增加了时间和费用成本，而 sign pro PDF 软件支持使
用手写笔兼容设备或键盘快捷地进行表单填写和注释。

可识别手写笔迹 
sign pro PDF 软件中内置手写笔迹识别功能，具有出色的灵
活性，即使用户无法使用键盘，也可以通过手写识别填写表
单。

可添加手写注释 
sign pro PDF App 允许用户向其文档中添加手写注释。在处
理复杂内容时，该软件支持添加注释，强调要点，更清晰地表
达建议。 

签名采集并加密传输 
sign pro PDF 可通过手写笔兼容设备采集手写电子签名。对
于用户而言，使用体验就像用笔和纸签名一样舒适、自然且
有意义。对于工作流程所有者而言，这一过程快速、轻松且
安全，因为通过改方案获取的签名数据不仅具有生物识别准确
性，而且在创建签名后会立即受到内置加密保护。这也有助于
确保每个签名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sign pro PDF
  Key fun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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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代基于云计算的签名 
使用基于云计算的数字签名使流程复杂化。其中涉及更多
集成工作， 这意味着成本高昂。sign pro API 通过少量
集成工作，即可在现有工作流程中实现手写电子签名。组
织机构可以经济快速地在工作流程中，远程或现场获取手
写电子签名，从而实现高效安全的全数字化工作流程。

现场工作流程 
sign pro PDF 为组织机构提供了一个程序化的方式，通
过少量集成工作即可将手写电子签名添加到现有工作流程
中。对于金融服务、医疗保健、旅游、酒店和政府部门中
面向客户的工作流程来说，它是理想选择。

远程签名工作流程 
sign pro PDF 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使远程工作人员可
以使用手写笔兼容设备配合独立的sign pro PDF应用程序，
在数字文档上手写电子签名确认；或从现有的应用程序，通
过sign pro PDF API将手写签名添加到数字文档中。这样，
员工不仅可以继续在家中签署决策和合同，还省去了管理纸
张的繁琐和费用，也无需改变熟悉的工作流程。

• 获取《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批文（医生、牙医、零售等）
• 签署合同（银行、保险经纪人等）
• 文档记录工作（保养/维修审核、物流）
• 记录患者治疗同意书（医院、诊所等）
• 获得法律许可（委托书、纳税申报单

提交等）

sign pro PDF 
  Use cases



5

组织机构可使用 sign pro PDF API 为现有
应用程序（如CRM、ERP或合同管理）添
加手写输入功能，成本低、操作便捷且没有
数据合规担忧。 

组织机构可选择手写电子签名方案取代复杂
且昂贵的基于云计算的数字签名系统，取代
打印、签名、扫描和存档纸质表单，全数字
化的工作流程有助于企业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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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流程中签名
  sign pro PDF API

将安全的手写电子签名添加到现有应用程序和工作流程
中。

只需进行少量定制集成工作。 

通过避免纸质表单的创建、管理和归档工作，减少了处理
工作量。

通过编写模式轻松进行文档自定义，该模式允许通过Json
格式或文本格式标签构建表单。  

对比基于云计算的数字签名平台的费用和复杂性，更简单
经济。  

保留熟悉、自然且可靠的手写签名体验。 

  您的获益

Save PDF form
in enterprise application 

Sign PDF form  
using digital pen 

Enterprise application  
calls sign pro PDF API 

Fill PDF form 
using handwriting  

recognition or keyboard

John Smith

01/04/1980

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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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App

版本号 4.4 4.3 3.5 3.5

操作系统要求 Windows 7 及以上 Windows 7 及以上 iOS 11 及以上 Android OS 4.2.2 及以上

功能

工作流程集成

签名采集 

手写注释 

用键盘填写表单 

通过手写笔迹识别 
填写表单

PDF 表单创建

文档库

ISO 签名支持

签名加密

手写笔兼容性  

Wacom 设备
Wacom签名板（STU）， 

数位屏（DTU）， 
数位板（CTH/CTL）

Wacom签名板（STU）， 
数位屏（DTU）， 

数位板（CTH/CTL）

苹果iPad + Bamboo Stylus 
Fineline、Fineline 2、Intuos 

Creative Stylus、Creative Stylus 2

第三方设备 华硕、戴尔、惠普、联想、东芝等提供
的手写笔兼容Windows设备

华硕、戴尔、惠普、联想、东芝等提供
的手写笔兼容 Windows 设备 苹果 iPad + 苹果铅笔 配备内置手写笔的 Android 设备 

语言 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荷兰语、波兰语、巴西葡萄牙语、俄语、繁体中文、简体中文

sign pro PDF 应用程序： 

用于在文档中添加手写电子签名，开

箱即用。

sign pro PDF API： 

通过少量集成工作向现有工作流程中

添加手写电子签名、注释及表单填写

功能。

sign pro PDF
Version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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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多信息或项目支持需求，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Wacom行业方案事业部：

400-810-5460 /// e-signature@wacom.com

Wacom for Business充分利用其在数字笔输入技术领域几十年来的技术积累，帮助企业实现可互动的数字化流程。 
我们通过可存储和显示具有生物特征的精确数字墨水软件，能有效增强Wacom以及第三方笔感应设备的应用。 
通过此类集成应用，我们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能够将手写数字签名和批注功能无缝整合到企业工作流程之中。 

成果：无纸化流程，具有熟悉但以数字形式再现的纸笔触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WILL™ 3.0（Wacom墨水层语言）通用墨水标准能为新应用程序提供动力， 

让新一代产品为客户带来更个性化更数字化的应用体验。

More human

More digital

business.wacom.com
© 2022 Wacom 关于更多信息，请联系：  
Wacom  ·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号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西楼518室 

e-signature@wacom.com · 400-810-5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