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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笔功能要求及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字词查询、句子翻译等基本功能要求、拓展功能要求及各功能要

求的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词典笔的功能设计、产品研发及测试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词典笔 dictionary pen 

一种基于 OCR 技术，内置词典和翻译软件，通过扫描文字实现中英文等语种字词句的识别输入、

字词查询、翻译解释和朗读发音等功能，外观为笔形态且配有显示屏的电子词典。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CR：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4 词典笔功能要求 

概述 

词典笔功能要求包括基本功能要求和拓展功能要求。基本功能要求包括扫描识别、字词查询和句子

翻译等，是词典笔的基础和核心，要求必选支持；拓展功能要求包括语文学习、生词收藏、云端存储、

听力练习、口语测评、语法分析、功能管控、语音查译、文本摘抄等，是词典笔为辅助用户使用、提升

用户体验而衍生出的非必选功能，要求可选支持。 

基本功能要求 

4.2.1 扫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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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语言种类 

应至少支持扫描识别中文、英文。 

b) 字体类型 

• 应支持扫描识别宋体、楷体、黑体等中文字体； 

• 应支持扫描识别Times New Roman、Arial等英文字体。 

c) 字体颜色 

应支持扫描识别的字体颜色包括但不限于黑色、红色。 

d) 字号范围 

应支持扫描识别一号~五号等常用字号。 

e) 纸张类型 

应支持扫描识别打印纸、胶版纸、新闻纸、轻型纸等常见纸质。 

f) 扫描识别准确率 

• 若支持离线识别，扫描识别准确率不应低于97%； 

• 若支持联网识别，扫描识别准确率不应低于98%（网络状况良好）。 

4.2.2 字词查询 

a) 语言种类 

应至少支持查询中文、英文。 

b) 查询内容 

应支持查询中文的字和词，英文的单词。 

c) 查询结果 

• 中文的字和词的查询结果应包括但不限于拼音、释义和发音等； 

• 英文单词的查询结果应包括但不限于音标、释义和发音等； 

d) 查询范围 

• 应至少支持查询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写字表”和“词语

表”； 

• 应至少支持查询最新版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中的六级词表。 

e) 查询准确率 

• 若支持离线查询，查询准确率不应低于98%； 

• 若支持联网查询，查询准确率不应低于99%（网络状况良好）。 

f) 查询时间 

查询时间指一个中文字词或一个英文单词自扫描结束至查询结果（不含发音）首屏内容完

全显示所需的时长： 

• 若支持离线查询，查询时间不应大于0.5s； 

• 若支持联网查询，查询时间不应大于1s（网络状况良好）。 

4.2.3 句子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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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语言种类 

应至少支持中文和英文的互译。 

b) 句子形式 

应支持对单行句子和多行句子的翻译。 

c) 翻译结果 

句子的翻译结果应包括但不限于译文和发音。 

拓展功能要求 

4.3.1 语文学习 

应支持扫描查询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内的成语、诗词等内容。成语的查询

结果包括但不限于释义、例句和发音等；诗词的查询结果包括但不限于释义、出处和发音等。 

4.3.2 生词收藏 

应支持对存在收藏需求的字词查询等内容进行收藏操作，用户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进入生词收藏本

对收藏的字词等内容进行学习。 

4.3.3 云端存储 

应支持将生词收藏等内容数据上传至云端存储，实现对词典笔存储空间的扩充。已注册的用户通过

不同的词典笔终端进行账号登陆后，能够对该账号已存储在云端的内容进行查看和学习。 

4.3.4 听力练习 

应支持听力练习。词典笔在联网状态下，用户能够对内置资源进行听力练习和资源下载。词典笔在

离线状态下，用户能够对已下载的或自主导入的资源进行听力练习。 

4.3.5 口语测评 

应支持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口语跟读测评。通过启用口语测评功能，应能实现发音示范和跟读录音，

词典笔通过AI技术将录音与标准发音进行比对打分，实现对用户口语的测试评价。 

4.3.6 语法分析 

应支持对扫描的句子进行语法分析。通过启用语法分析功能，应支持对扫描识别的句子做智能分析，

分析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句型、结构成分、时态等。 

4.3.7 功能管控 

应支持对词典笔的字词查询、句子翻译等部分功能进行管控。用户能够通过按钮锁或软件管理等方

式对词典笔的功能进行打开或关闭，实现功能权限的管理和控制。 

4.3.8 语音查译 

应支持语音输入替代扫描识别，通过启用语音查译功能，用户口头输入需查译的内容，能够实现中

文字词和英文单词的即时查询，以及中英文句子的即时互译等功能。 

4.3.9 文本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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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持对扫描识别的字词句等文字内容进行文本摘抄，用户能够将摘抄的文本内容保存为文档，并

导出至外部终端设备进行编辑和调用等。 

5 词典笔测试方法 

概述 

测试用例中的中文字词和句子在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中随机抽取，英文

单词在最新版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中的六级词表中随机抽取，英文句子在国内中小学英语

教科书中随机抽取。 

测试环境应满足纸质测试用例的平均照度值不低于300lx，握笔角度应介于50°~80°区间。 

基本功能测试方法 

5.2.1 扫描识别 

测试编号 5.2.1.1 

测试项目 语言种类、字体类型、扫描识别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的语言种类和字体类型，同时验证扫描识别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5 个纸质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 1 至 3 的 500 个中文字词内容一致，测试用例 4 至 5 的 500 个英文单词

内容一致，其余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5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楷体的中文字词 500 个； 

（3） 测试用例 3：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黑体的中文字词 500 个； 

（4） 测试用例 4：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500 个； 

（5） 测试用例 5：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Arial 的英文单词 5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识别，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5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2） 若支持联网识别，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5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中文、英文； 

（2） 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宋体、楷体、黑体的中文印刷字体，Times New Roman、

Arial 的英文印刷字体； 

（3） 支持离线识别的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7%，支持联网识别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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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 

测试编号 5.2.1.2 

测试项目 字体颜色、扫描识别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的字体颜色，同时验证扫描识别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2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宋体的中文字词，黑色字和红色字各

1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黑色

字和红色字各 1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识别，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2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2） 若支持联网识别，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2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黑色、红色的字体颜色； 

（2） 支持离线识别的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7%，支持联网识别的词

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 

测试编号 5.2.1.3 

测试项目 字号范围、扫描识别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的字号范围，同时验证扫描识别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10 个纸质测试用例。 

每个测试用例中的 200 个中文字词和 200 个英文单词的内容一致，其余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一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一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3） 测试用例 3：打印纸，印有二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4） 测试用例 4：打印纸，印有小二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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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用例 5：打印纸，印有三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6） 测试用例 6：打印纸，印有小三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7） 测试用例 7：打印纸，印有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8） 测试用例 8：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9） 测试用例 9：打印纸，印有五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10） 测试用例 10：打印纸，印有小五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识别，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10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2） 若支持联网识别，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例

10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

确识别字体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一号~五号的常用字号； 

（2） 支持离线识别的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7%，支持联网识别的词

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 

测试编号 5.2.1.4 

测试项目 纸张类型、扫描识别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的纸张类型，同时验证扫描识别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4 个纸质测试用例。 

每个测试用例的 200 个中文字词和 200 个英文单词的内容一致，其余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2） 测试用例 2：胶版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3） 测试用例 3：新闻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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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字词查询 

 

（4） 测试用例 4：轻型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中文字词 200 个，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2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识别，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

例 4 中的中文字词，验证并记录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确识别

字体内容 

（2） 若支持联网识别，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至测试用

例 4 中的中文字词，验证并记录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正确识别

字体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扫描识别打印纸、胶版纸、新闻纸、轻型纸； 

（2） 支持离线识别的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7%，支持联网识别的

词典笔的扫描识别准确率不低于 98% 

测试编号 5.2.2.1 

测试项目 语言种类、查询内容、查询结果、字词查询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查询中文字词、英文单词以及查询结果的内容是否满足要求，

同时验证字词查询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2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5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5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查询，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中

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显示查询结

果，以及验证查询结果包含的内容； 

（2） 若支持联网查询，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中

文字词和英文单词，验证并记录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显示查询结

果，以及验证查询结果包含的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查询中文的字词和英文的单词； 

（2） 中文字词的查询结果包括拼音、释义和发音，英文单词的查询结果包括音

标、释义和发音； 

（3） 支持离线查询的词典笔的字词查询准确率不低于 98%，支持联网查询的词

典笔的字词查询准确率不低于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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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句子翻译 

测试编号 5.2.2.2 

测试项目 查询时间、字词查询准确率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的字词查询时间，同时验证字词查询准确率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2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10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100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查询，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中

文字词和英文单词，记录离线状态下词典笔的字词查询时间，并计算得到

平均值； 

（2） 若支持联网查询，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中

文字词和英文单词，记录联网状态下词典笔的字词查询时间，并计算得到

平均值 

预期结果 

（1） 支持离线查询的词典笔的查询时间不大于 0.5s，支持联网查询的词典笔的

查询时间不大于 1s； 

（2） 支持离线查询的词典笔的字词查询准确率不低于 98%，支持联网查询的词

典笔的字词查询准确率不低于 99% 

测试编号 5.2.3 

测试项目 语言种类、句子形式、翻译结果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对中文和英文句子的互译功能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句子 20 个，包括

单行句子 10 个，跨行句子 10 个； 

（2）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句子 20 个，包括单行句子 10 个，

跨行句子 10 个。 

测试步骤 

（1） 若支持离线翻译，用离线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中的英文句子

和中文句子，验证离线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显示英文句子的中文翻译

结果、以及中文句子的英文翻译结果，并记录句子的翻译结果 

（2） 若支持联网翻译，用联网状态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中的英文句子

和中文句子，验证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是否能够显示英文句子的中文翻译

结果、以及中文句子的英文翻译结果，并记录句子的翻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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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功能测试方法 

5.3.1 语文学习 

5.3.2 生词收藏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对英文句子和中文句子的互译； 

（2） 词典笔支持对单行句子和多行句子的翻译； 

（3） 句子的翻译结果均包括译文和发音等。 

测试编号 5.3.1 

测试项目 语文学习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查询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内的成

语、诗词等内容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3 个纸质测试用例。 

测试用例 1 至 2 的成语、诗词内容均在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

科书内随机抽取，其余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成语 10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诗词 10 首 

测试步骤 
点击启用“语文学习”相关功能，用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成语和

诗词，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查询，并记录查询结果所包含的内容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查询最新版的中小学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内的成语、

诗词等内容； 

（2） 成语的查询结果包括释义、例句和发音，诗词的查询结果包括释义、出处

和发音 

测试编号 5.3.2 

测试项目 生词收藏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收藏扫描查询的字词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2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1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10 个 

测试步骤 

用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 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出现查询结果后点

击启用“生词收藏”相关功能，进入“生词收藏本”相关模块验证收藏的内容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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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云端存储 

5.3.4 听力练习 

预期结果 词典笔支持收藏扫描查询的字词 

测试编号 5.3.3 

测试项目 云端存储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云端存储 

前置条件 

2 支待机状态且已联网的词典笔（其中 1 支登录了已注册用户账号），待扫描的 2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1） 测试用例 1：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10 个； 

（2） 测试用例 2：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10 个 

测试步骤 

（1） 用登录了已注册用户账号的词典笔依次扫描测试用例 1 与 2中的中文字词

和英文单词，出现查询结果后点击启用“生词收藏”相关功能； 

（2） 将未登录用户账号的另一支词典笔登录步骤（1）中的账号用户，进入“生

词收藏本”相关模块，验证已经收藏的内容是否存在 

预期结果 
联网状态下的词典笔支持将生词收藏的内容数据上传至云端存储，能够实现在不

同的词典笔终端对同一账号用户已存储在云端的内容进行查看 

测试编号 5.3.4 

测试项目 听力练习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听力练习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且已联网的词典笔，数据线（用于词典笔与外部设备连接），内置听力

资源的外部设备 

测试步骤 

（1） 启用“听力练习”相关功能，验证是否内置听力资源且支持进行听力练习，

随机下载某一个听力资源，将词典笔断网切换至离线状态，验证是否能够

对已下载的资源进行听力练习； 

（2） 用数据线连接词典笔（离线状态）与外部设备，将外部设备中的听力资源

导入词典笔，启用“听力练习”相关功能，验证自主导入的资源是否存在

且能够进行听力练习。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在联网状态下，用户能够对内置资源进行听力练习和资源下载； 

（2） 词典笔在离线状态下，用户能够对已下载的或自主导入的资源进行听力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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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口语测评 

5.3.6 语法分析 

5.3.7 功能管控 

测试编号 5.3.5 

测试项目 口语测评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口语测评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1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50 个，英文句子 20

个 

测试步骤 

启用词典笔“口语测评”相关功能，依次用词典笔扫描测试用例中的英文单词和

句子，并在听到词典笔示范发音后进行跟读，验证词典笔是否能够对用户的口语

进行测评 

预期结果 词典笔支持对用户跟读内容进行口语测评 

测试编号 5.3.6 

测试项目 语法分析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语法分析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1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句子 20 个 

测试步骤 
启用词典笔“语法分析”相关功能，依次用词典笔扫描测试用例中的英文句子，

验证词典笔是否能够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并记录语法分析的内容 

预期结果 词典笔支持对扫描的句子进行语法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句型、句子成分、时态。 

测试编号 5.3.7 

测试项目 功能管控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对字词查询、句子翻译等部分功能进行管控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1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宋体的中文字词 10 个，中文句子 5 个；印有小四号、

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单词 10 个，句子 5 个 

测试步骤 

（1） 通过按钮锁定或软件管理关闭词典笔的字词查询或句子翻译等功能，使用

词典笔扫描测试用例中的中文字词、英文单词，中、英文句子，验证词典

笔是否能够显示字词查询和句子翻译结果； 

（2） 通过按钮解锁或软件管理重新打开词典笔的句子翻译功能，使用词典笔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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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 语音查译 

5.3.9 文本摘抄 

描测试用例中的中文字词、英文单词，中、英文句子，验证词典笔是否能

够显示字词查询和句子翻译结果 

预期结果 通过按钮锁或软件管理能够对字词查询和句子翻译等功能进行关闭和重新打开 

测试编号 5.3.8 

测试项目 语音查译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通过语音输入实现查询和翻译 

前置条件 

（1）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 

（2） 测试环境噪声小于 50dB； 

（3） 采用测试人员现场输入语音的方式：输入声音强度不低于 60dB，语速介

于 180 字/min~300 字/min，其中中文输入采用汉语普通话； 

（4） 词典笔拾音孔与人嘴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20cm； 

（5） 语音测试集包括：5.2.2 字词查询中测试用例中的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

5.2.3 句子翻译中测试用例中的中、英文句子 

测试步骤 
启用“语音查询/翻译”相关功能，测试人员依次语音输入语音测试集进行字词查

询和句子翻译，验证词典笔是否能够显示查询和翻译结果 

预期结果 

（1） 词典笔支持通过语音输入实现中文字词和英文单词的即时查询，以及中英

文句子的即时互译； 

（2） 中文字词的查询结果包括拼音、释义和发音，英文单词的查询结果包括音

标、释义和发音，句子的翻译结果均包括译文和发音等 

测试编号 5.3.9 

测试项目 文本摘抄 

测试目的 验证词典笔是否支持文本摘抄 

前置条件 

待机状态的词典笔、待扫描的 1 个纸质测试用例、测试用电脑及连接用的数据线，

测试用例要求如下： 

打印纸，印有小四号、黑色、Times New Roman 的英文句子 10 个 

测试步骤 

（1） 启用词典笔“文本摘抄”相关功能，依次用词典笔扫描测试用例中的英文

句子进行文本摘抄，验证摘抄的内容是否存在； 

（2） 通过数据线连接词典笔与测试用电脑，验证是否能够将摘抄的文本内容保

存为文档并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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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期结果 
词典笔支持对扫描识别的字词句等文字内容进行文本摘抄，并能够将摘抄的文本

内容保存为文档导出至外部终端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