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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功能圆珠笔，旨在解

决现有的圆珠笔上的笔挂钩直接焊接在圆珠笔

上，从而存在不能更换的问题，包括设置在功能

帽上的挂钩组件，挂钩组件包括挂座组件和挂钩

组件，挂座组件包括固定座，固定座上开设有卡

接槽，挂钩组件包括卡接块和挂钩，挂钩连接在

卡接块上，卡接块卡接在卡接槽内；该多功能圆

珠笔，将挂钩组件设置为可拆卸连接，这样就解

决了现有的笔杆和笔挂钩不能拆卸的问题，从而

在笔挂钩断裂以后可以实现便捷更换，这样可以

提高使用的舒适性，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

能够达到对笔挂钩的及时更换，使得笔悬挂的更

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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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功能圆珠笔，包括笔杆、功能帽、软橡胶护笔器、笔头和笔尖，所述功能帽设置

在笔杆的上端，所述软橡胶护笔器套设在笔杆，所述笔头设置在笔杆的下端，且笔头的下端

设置有笔尖，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功能帽上的挂钩组件，所述挂钩组件包括挂座组件

和挂钩组件，所述挂座组件包括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卡接槽，所述挂钩组件包括卡

接块和挂钩，所述挂钩连接在卡接块上，所述卡接块卡接在卡接槽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接槽的两侧板上均连接有橡

胶块，且橡胶块上设置有凸起，所述卡接块上开设有凹槽，且凹槽与凸起匹配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功能帽上设置有时间显示器和

温度显示器，且功能帽上开设的放置槽内设置有橡皮，所述功能帽上还设置有电源按钮，且

功能帽的内部还设置有电池，所述笔杆内设置有多个笔芯。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块上设置的凸起数量至少

有三个。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凸起采用具有一定弹性的橡胶

球，且凸起设置呈半圆形结构。

6.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座上还设置有

推动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功能圆珠笔，其特征在于：所述推动件包括移动杆和弹簧，所

述移动杆插接在固定座上，且移动杆的下端延伸到卡接槽内并连接有推板，所述移动杆的

上端连接有按动球，所述弹簧缠绕连接在移动杆上，且移动杆的两端分别连接在移动杆的

侧壁上和卡接槽的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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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圆珠笔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圆珠笔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多功能圆珠笔。

背景技术

[0002] 圆珠笔(Ball  Point  Pen)是使用干稠性油墨，依靠笔头上自由转动的钢珠带出来

转写到纸上的一种书写工具。圆珠笔可分为油性圆珠笔和水性圆珠笔两种。有不渗漏、不受

气侯影响，并且书写时间较长，无需经常灌注墨水等优点，是风行世界的书写工具，现目前

圆珠笔多数由笔杆、笔芯和笔挂钩组成。

[0003] 但是现有的笔挂钩是直接焊接在笔杆上的，在笔挂钩断裂以后，无法实现更换，也

就给使用带来了极为的不便，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多功能圆珠笔。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适应现实需要，提供一种多功能圆

珠笔，以解决现有的圆珠笔上的笔挂钩直接焊接在圆珠笔上，从而存在不能更换的问题。

[0005]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多功能圆珠笔，包括笔杆、功能帽、软橡胶护笔器、笔头和笔尖，功能帽设置在

笔杆的上端，软橡胶护笔器套设在笔杆，笔头设置在笔杆的下端，且笔头的下端设置有笔

尖，还包括设置在功能帽上的挂钩组件，挂钩组件包括挂座组件和挂钩组件，挂座组件包括

固定座，固定座上开设有卡接槽，挂钩组件包括卡接块和挂钩，挂钩连接在卡接块上，卡接

块卡接在卡接槽内。

[0007] 进一步地，卡接槽的两侧板上均连接有橡胶块，且橡胶块上设置有凸起，卡接块上

开设有凹槽，且凹槽与凸起匹配设置。

[0008] 进一步地，功能帽上设置有时间显示器和温度显示器，且功能帽上开设的放置槽

内设置有橡皮，功能帽上还设置有电源按钮，且功能帽的内部还设置有电池，笔杆内设置有

多个笔芯。

[0009] 进一步地，橡胶块上设置的凸起数量至少有三个。

[0010] 进一步地，凸起采用具有一定弹性的橡胶球，且凸起设置呈半圆形结构。

[0011] 进一步地，固定座上还设置有推动件。

[0012] 进一步地，推动件包括移动杆和弹簧，移动杆插接在固定座上，且移动杆的下端延

伸到卡接槽内并连接有推板，移动杆的上端连接有按动球，弹簧缠绕连接在移动杆上，且移

动杆的两端分别连接在移动杆的侧壁上和卡接槽的侧壁上。

[0013]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有益效果：

[0014] 该多功能圆珠笔，将挂钩组件设置为可拆卸连接，这样就解决了现有的笔杆和笔

挂钩不能拆卸的问题，从而在笔挂钩断裂以后可以实现便捷更换，这样可以提高使用的舒

适性，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能够达到对笔挂钩的及时更换，使得笔悬挂的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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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挂座组件立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挂座切割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挂座组件又一切割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挂钩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6为本实用新型又一结构示意图；

[0021] 图7为图6结构局部切割图。

[0022] 附图标记如下：

[0023] 笔杆1、功能帽2、软橡胶护笔器3、笔头4、笔尖5、挂钩组件6、笔芯7、时间显示器8、

温度显示器9、橡皮10、电源按钮11、电池12、挂座组件61、挂钩组件62、固定座611、卡接槽

612、橡胶块613、凸起614、推动件615、卡接块621、挂钩622、凹槽623、移动杆6151、弹簧

6152、推板6153、按动球6154。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实用新型的优点

和特征能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

的界定。

[0025] 下面结合附图1-7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26] 一种多功能圆珠笔，包括笔杆1、功能帽2、软橡胶护笔器3、笔头4和笔尖5，功能帽2

设置在笔杆1的上端，软橡胶护笔器3套设在笔杆1，笔头4设置在笔杆1的下端，且笔头4的下

端设置有笔尖5，还包括设置在功能帽2上的挂钩组件6，挂钩组件6包括挂座组件61和挂钩

组件62，挂座组件61包括固定座611，固定座611上开设有卡接槽612，挂钩组件62包括卡接

块621和挂钩622，挂钩622连接在卡接块621上，卡接块621卡接在卡接槽612内。

[0027] 如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在卡接块621卡接固定在卡接槽612内时，为了卡接的

更加稳固，本实施例中，卡接槽612的两侧板上均连接有橡胶块613，且橡胶块613上设置有

凸起614，卡接块621上开设有凹槽623，且凹槽623与凸起614匹配设置，在安装时，凸起614

会直接卡接在凹槽623内，使得卡接块621稳固的卡接在卡接槽612内。

[0028] 如图6和图7所示，为了实现笔的多功能效果，本实施例中，功能帽2上设置有时间

显示器8和温度显示器9，且功能帽2上开设的放置槽内设置有橡皮10，功能帽2上还设置有

电源按钮11，且功能帽2的内部还设置有电池12，笔杆1内设置有多个笔芯7，时间显示器8和

温度显示器9的设置，可以更加便捷的读取时间和温度数据，多个笔芯7的设置，可以实现多

颜色写作更换的作用，在读取数据时，按动电源按钮11，使得时间显示器8和温度显示器9工

作即可，进一步的，时间显示器8、温度显示器9、电源按钮11和电池12通过导线组成一条串

联回路。

[0029] 为了起到更好的固定效果，本实施例中，橡胶块613上设置的凸起614数量至少有

三个。

[0030] 在安装时，凸起614会卡接进凹槽623内，为了防止在卡接时，被卡住的情况发生，

本实施例中，凸起614采用具有一定弹性的橡胶球，且凸起614设置呈半圆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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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4所示，为了使得在拆卸时，拆卸的更加便利，固定座611上还设置有推动件

615。

[0032] 上述的推动件615，具体的实施方式为，推动件615包括移动杆6151和弹簧6152，移

动杆6151插接在固定座611上，且移动杆6151的下端延伸到卡接槽612内并连接有推板

6153，移动杆6151的上端连接有按动球6154，弹簧6152缠绕连接在移动杆6151上，且移动杆

6151的两端分别连接在移动杆6151的侧壁上和卡接槽612的侧壁上，为了使得卡接块621从

卡接槽612内拆卸的更加便捷，本实施例中设置了推动件615，在拆卸时，按动按动球6154，

按动球6154的运动会通过移动杆6151推着推板6153运动，推板6153的运动会推着卡接块

621便捷的运动出卡接槽612，从而达到便捷拆卸的效果。

[003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34] 该多功能圆珠笔，将挂钩组件6设置为可拆卸连接，这样就解决了现有的笔杆和笔

挂钩不能拆卸的问题，从而在笔挂钩断裂以后可以实现便捷更换，这样可以提高使用的舒

适性，本实用新型，结构设计合理，能够达到对笔挂钩的及时更换，使得笔悬挂的更加方便。

[0035] 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公布的是较佳的实施例，但并不局限于此，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极易根据上述实施例，领会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并做出不同的引申和变化，但只要

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都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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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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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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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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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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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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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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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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