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780050927.8

(22)申请日 2017.07.05

(30)优先权数据

1656658 2016.07.12 FR

(85)PCT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日

2019.02.19

(86)PCT国际申请的申请数据

PCT/FR2017/051833 2017.07.05

(87)PCT国际申请的公布数据

WO2018/011488 FR 2018.01.18

(71)申请人 BIC公司

地址 法国克里奇

(72)发明人 艾蒂安·米舍诺德　

塞缪尔·马林弗尼　阿尔诺·贝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信慧永光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11290

代理人 王新春　曹正建

(51)Int.Cl.

B43K 24/10(2006.01)

B43K 24/03(2006.01)

B43K 27/00(2006.01)

B43K 29/00(2006.01)

B43K 2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设置有阻挡装置的手持装置，特别是书写工

具

(57)摘要

一种手持装置(10)，包括第一部(12)和第二

部(14)以及阻挡装置(16)，第一部(12)至少部分

地与第二部(14)接合并能够相对于第二部(14)

沿轴向方向(X)平移移动，第一部(12)具有第一

远端(12A)，而第二部(14)具有在轴向方向(X)上

与第一远端(12A)相对的第二远端(14A)，并且所

述阻挡装置(16)被设计成仅当在重力方向(G)上

第一远端(12A)布置在第二远端(14A)的上方时，

防止第一部(12)相对于第二部(14)沿轴向方向

(X)平移移动，阻挡装置(16)包括腔室(16B)和容

纳在腔室(16B)中的滚珠或等同物(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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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持装置(10)，特别是书写工具，其包括第一部(12)和第二部(14)以及阻挡装

置(16)，所述第一部(12)至少部分地与所述第二部(14)接合，同时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二部

(14)沿轴向方向(X)平移移动，所述第一部(12)具有第一远端(12A)，而所述第二部(14)具

有在轴向方向(X)上与所述第一远端(12A)相对的第二远端(14A)，并且所述阻挡装置(16)

被构造成仅当在重力方向(G)上所述第一远端(12A)布置在所述第二远端(14A)的上方时，

防止所述第一部(12)相对于所述第二部(14)沿轴向方向(X)平移移动，所述阻挡装置(16)

包括腔室(16B)和容纳在所述腔室(16B)中的滚珠或等同物(16A)，其中，限定所述腔室(16)

的体积的壁具有容器(14D21)，所述容器(14D21)被构造成当在重力方向(G)上所述第一远

端(12A)布置在所述第二远端(14A)的上方时，接收所述滚珠或等同物(16A)的全部或部分，

所述阻挡装置(16)包括止动件(12D)，所述止动件(12D)被构造成当在重力方向(G)上所述

第一远端(12A)布置在所述第二远端(14A)的上方时，与所述滚珠或等同物(16A)配合，所述

容器(14D21)在形成选自所述第一部(12)和所述第二部(14)中的一个部的一部分的壁中形

成，而所述止动件(12D)固定到所述第一部(12)和所述第二部(14)之中的另一个部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腔室(16B)形成在两个壁(12C ,14C)之

间，所述两个壁(12C,14C)分别形成所述第一部(12)的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14)的一部分。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所述容器(14D21)由从所述腔室

(16B)沿轴向方向(X)延伸的通道(14D2)形成，所述通道(14D2)的宽度(L)小于所述滚珠或

等同物(16A)的直径(D)。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所述止动件(12D)被构造成在所述第一

部(12)相对于所述第二部(14)平移移动期间至少部分地接合在所述通道(14D2)中。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所述滚珠或等同物(16A)是

金属的。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限定所述腔室(16B)的腔的

两个壁之间的最小距离在所述滚珠或等同物(16A)的直径(D)的102％～125％的范围内。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手持装置(10)，形成沿轴向方向(X)延伸的书写

工具。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手持装置(10)，其中，所述第一远端(12A)装配有书写尖端

(12B)，而所述第二远端(14A)装配有橡皮擦(14B)、摩擦体或电容屏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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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有阻挡装置的手持装置，特别是书写工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有阻挡装置的手持装置，该阻挡装置用于根据在重力方向上

的两个部分的相对位置防止一个部分相对于另一个部分平移移动。本发明特别地但不一定

涉及书写工具。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手持装置具有可相对于第二部移动的第一部，例如可相对于自动铅笔的前部

移动的带有自动铅笔橡皮擦的后部。然而，当试图使用第二部时，例如，当试图使用橡皮擦

时，第二部相对于第一部保持可移动，这可能导致使用者无意中相对于第一部移动第二部，

从而例如，即使使用橡皮擦，也会导致自动铅笔的笔芯延长。这种操作通常是不可取的。因

此，在这个意义上存在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手持装置，包括：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及阻挡装置，所述第一部至

少部分地与所述第二部接合，同时能够相对于所述第二部沿轴向方向平移移动(反之亦

然)，所述第一部具有第一远端，而所述第二部具有在轴向方向上与所述第一远端相对的第

二远端，并且所述阻挡装置被构造成仅当在重力方向上所述第一远端布置在所述第二远端

的上方时，防止所述第一部相对于所述第二部沿轴向方向平移移动(反之亦然)，所述阻挡

装置包括腔室和容纳在所述腔室中的滚珠或等效物。

[0004] 当然，第一部的全部或一部分可以接合在第二部中，或者反之亦然，第二部的全部

或一部分接合在第一部中。举例来说，第一部与第二部的接合方向对应于轴向方向。当然，

每个部分可以由单个部分形成，或者由组装在一起的多个部分形成。以下，除非另有说明，

否则涉及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的移动(例如，平移或滑动)的术语自然指的是第一部和第

二部的"相对"移动，而不管哪个部可能被认为是移动的。

[0005] 术语"重力方向"自然指的是由地球或更一般地由在其上使用手持装置的主体或

天体产生的牛顿重力加速度的方向。

[0006] 术语"滚珠或等同物"是指任何形状的任何固体元件，其可在腔室中移动，并且适

于在重力作用下相对于限定腔室的腔的壁在腔室中移动。以下，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术语"

滚珠"是指"滚珠或等同物"。当然，腔室可以具有任何形状，其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

[0007] 因此，以重力方向为基准，由于滚珠在腔室中移动，因此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

的下方时，阻挡装置允许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平移移动，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

远端的上方时，阻挡装置阻止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平移移动。以下，除非另有说

明，在第一远端和第二远端的"上方"或"下方"的相对位置被认为是在重力方向上。

[0008] 因此，应该理解的是，阻挡装置是一种通过重力进行阻挡的装置。因此，在从重力

方向上第一远端布置在第二远端的上方的第一种情况下，阻挡装置仅通过重力作用自动防

止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平移移动，而在从重力方向上第一远端布置在第二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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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方的第二种情况下，阻挡装置仅通过重力作用自动允许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

向平移移动。

[0009] 因此，手持装置具有第一构造，其中第一部可以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移动，例

如但不一定是为了致动任何机构，例如，用于使头部缩回到选自第一远端和第二远端的远

端/从其中伸出的机构，该第一构造对应于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下方的构造。手持装置

还具有第二构造，其中由于阻挡装置第一部不能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移动，例如但不

一定是为了阻挡用于使头部缩回/伸出的所述机构，该构造对应于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

的上方的构造。当然，由阻挡装置执行的阻挡可以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没有任何轴向

间隙的严格阻挡，或者是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存在一些轴向间隙的阻挡，或者实际上是

对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相对轴向行程的限制(即，具有相对大的间隙的阻挡)。

[0010] 当然，应该理解的是，在第二构造中，阻挡装置的滚珠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配合，以

便阻止它们沿轴向方向的相对平移移动，而在第一构造中，滚珠不与第一部和第二部配合

以阻止它们沿轴向方向的相对平移移动。因此，在第一构造中，滚珠位于"自由"位置(即，阻

挡装置使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自由地移动的位置)，而在第二构造中，滚珠位

于"阻挡"位置(即，阻挡装置阻止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轴向平移的位置)。

[0011] 应该观察到，借助于阻挡装置的结构，即，借助于滚珠，特别是容纳在腔室中的滚

珠，在第二构造中执行阻挡，而与手持装置的任何其他元件/机构会如何构成无关。因此，举

例来说，如果手持装置具有用于使头部从选自第一远端和第二远端的远端中伸出或缩回到

选自第一远端和第二远端的远端中的机构，则阻挡装置防止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平移移

动，而不管所述头部的位置如何，即，无论头部是位于缩回位置还是位于伸出位置(当然，仅

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上方时)。

[0012] 举例来说，头部由任何手持装置工具端件形成，例如，以下器件的端件：扳手、螺丝

刀、刀片、冲头、书写主体(毡笔尖、圆珠笔尖或其他尖端、石墨铅笔芯、粉笔或可以在基板上

书写的任何其他装置)、刷子、橡皮擦、摩擦体、电容屏用垫、化妆品涂抹器(化妆刷、化妆笔、

睫毛膏刷、滚涂涂抹器、唇膏或涂抹化妆品的任何其他装置)等。

[0013] 因此，借助于阻挡装置，当使用在手持装置的轴向方向上与第一头部相对的第二

头部时，可以避免处理/激活(例如，缩回/伸出)手持装置的第一头部(第一头部自然通过第

一部相对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的相对平移移动而被激活)。此外，阻挡装置的结构具有紧凑

的优点，这增加了手持装置的一般紧凑性，由此手持装置可以具有适合大多数使用者的手

的尺寸。

[0014] 在一些实施例中，限定腔室的腔的两个壁之间的最小距离在滚珠直径的102％～

125％范围内(或者当"滚珠或等同物"不是球形时，在滚珠的最大尺寸的102％～125％范围

内)。

[0015] 应该理解的是，壁限定用于接收滚珠的腔，这些壁适于形成单个元件的一部分，但

不是必须的。举例说明，这些壁分别形成两个不同元件的一部分，并且当它们彼此面对着布

置时，它们限定了接收滚珠的腔，所述腔形成腔室的外壳的至少一部分。这种构造使得可以

确保滚珠在腔室内自由地移动，同时使阻挡装置更紧凑。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在分别形成第一部的一部分和第二部的一部分的两个壁之间形

成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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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举例来说，第一部的第一壁形成凹形和/或第二部的第二壁在至少一个预定的相

对位置(例如，在第一构造中)处面向第一部。因此，腔室包括这个或这些凹形，滚珠的全部

或部分容纳在这个或这些凹形中。

[0018] 这种腔室结构具有紧凑的结构，同时能使滚珠与第一部和第二部直接配合。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限定腔室的体积的壁具有容器，该容器被构造成当在重力方向

上第一远端布置在第二远端的上方时容纳滚珠的全部或部分。

[0020] 应该理解的是，容器是腔室壁的一部分，其中，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上方

时，容器容纳滚珠的全部或部分。因此，在手持装置的第二构造中，即，当滚珠位于阻挡位置

时，容器将滚珠保持在适当位置，由此滚珠的阻挡位置更稳定，并且通过阻挡装置执行的阻

挡更可靠。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容器由从腔室沿轴向方向延伸的通道形成，所述通道的宽度小

于滚珠或等同物的直径。

[0022] 举例来说，通道的宽度在滚珠直径的50％～90％的范围内(或者当所述滚珠或等

同物不是球形时，在"滚珠或等同物"的最小尺寸的50％～90％的范围内)。当然，在变形例

中，通道具有大于滚珠并且直接通向较窄部分的部分，该较窄部分的宽度小于滚珠的直径。

举例来说，通道由轴向凹槽形成。

[0023] 举例来说，这种构造使得可以将单个元件的两个单独的功能组合，例如，通道既能

够用于引导元件，又能够形成容器。举例来说，这种构造使得可以阻挡通道中的滑动元件。

[0024] 在一些实施例中，阻挡装置包括止动件，该止动件被构造成当在重力方向上第一

远端布置在第二远端的上方时与滚珠配合。

[0025] 应该理解，在止动件与腔室壁之间形成有空间，而当第一远端布置在第二远端的

上方时，滚珠被布置在止动件与壁之间的该空间中。这种结构简单紧凑，由此阻挡装置是坚

固的，并且对手持装置的一般紧凑性具有很小的影响或没有影响。

[0026] 在一些实施例中，容器是在形成选自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一个部的一部分的壁中形

成的，而止动件固定到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的另一个部。

[0027] 这种结构特别地简单紧凑，由此阻挡装置是坚固的，并且对手持装置的一般紧凑

性具有很小的影响或没有影响。

[0028] 举例来说，容器沿轴向方向面向止动件设置。因此，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上

方时，滚珠非常容易地进入阻挡位置，并且借助于容器保持在阻挡位置，同时沿轴向方向面

向止动件布置，这使得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轴向方向上的间隙。

[0029] 在一些实施例中，止动件被构造成在第一部相对于第二部的平移移动期间至少部

分地接合在通道中。

[0030] 因此，应该理解的是，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下方时，即，当第一部能够相对

于第二部沿轴向方向滑动时，止动件和通道被构造成滑动配合，止动件接合在通道中。在该

构造中，通道使得可以引导第一部和第二部之间的相对移动。当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的

上方时，滚珠被形成在通道入口处的容器接收，从而阻止止动件进入通道，由此阻止第一部

和第二部之间的相对滑动。举例来说，在静止位置，即，当使用者没有将第一部和第二部沿

轴向方向彼此相对移动时，止动件与通道入口之间的轴向空间在滚珠直径的105％～110％

的范围内(或者当"滚珠或等同物"不是球形时，在滚珠的最大尺寸的105％～110％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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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0031] 在一些实施例中，滚珠或等同物是金属的。

[0032] 金属滚珠具有一定量的惯性，这改善了其在阻挡位置的保持力。

[0033] 在一些实施例中，手持装置形成沿轴向方向延伸的书写工具。

[0034] 因此，应该理解的是，第一远端和/或第二远端装配有书写尖端，例如，可伸缩尖端

或固定尖端，例如，自动铅笔芯、石墨芯、圆珠笔芯、毡笔尖等。

[0035] 这种装配有滚珠阻挡装置的手持装置特别适用于书写工具。

[0036] 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远端装配有书写尖端，而第二远端装配有橡皮擦、摩擦体或

电容屏用垫。

[0037] 应该理解的是，摩擦体是用于在表面上摩擦的主体，例如，以便产生热量并使热致

变色墨水(即，根据其所经受的热量改变颜色的墨水)变色。

[0038] 应该理解的是，电容屏用垫是用于与电容屏交互的终端。垫是导电的(由于其制造

材料的原因，或由于其涂层的原因)。垫的形状、柔韧性/刚度和材料不受限制，只要垫能够

与电容屏交互即可，即，只要电容屏能够检测到它与电容屏接触即可。

[0039] 装配有滚珠阻挡装置的手持装置特别适用于具有这种头部组合的书写工具。

附图说明

[0040] 通过阅读作为非限制性示例给出的本发明的各种实施例的详细描述，能够更好地

理解本发明及其优点。该描述参考附图，其中：

[0041] 图1示出了手持装置的立体图；

[0042] 图2示出了图1的手持装置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分解图；

[0043] 图3是第一部的内部的细节图；

[0044] 图4是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下方的剖面图；以及

[0045] 图5是第一远端位于第二远端上方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图1示出了手持装置10，在该实施例中为书写工具，并且更具体地为自动铅笔，其

包括第一部12和第二部14，第二部14接合在第一部12中，同时可沿轴向方向X平移移动。在

该示例中，第一部12和第二部14之间的相对滑动方向X对应于手持装置10延伸的方向。

[0047] 第一部12具有第一远端12A，该第一远端12A装配有第一头部12B，并且具有用于使

第一头部12B通过的孔口。在该示例中，第一头部12B是书写尖端，并且更具体地是能够缩回

到第一远端12A中/从第一远端12A中伸出的石墨铅笔芯。在图1中，第一头部12B从第一远端

12A延伸并突出。在该示例中，第一部12由通过螺纹连接(未示出)相互安装的两部分12-1和

12-2形成。当然，在变形例中，两部分12-1和12-2可以形成同一个部分，或者第一部12可以

包括多于两个部分。第一部12容纳有笔芯推进机构(未示出)，当使第一部12相对于第二部

14(反之亦然)移动时，该笔芯推进机构推进笔芯12B，此外，这种机构是已知的。

[0048] 第二部14具有装配有第二头部14B的第二远端14A，在该示例中为橡皮擦。此外，以

已知的方式，通过沿图1中所示的箭头I的方向按压橡皮擦14B，使第一部12沿轴向方向X相

对于第二部14平移移动，由此，使笔芯推进机构激活，并且使笔芯12B从第一远端12A向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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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0049] 在图1中以虚线示出阻挡装置16，该装置自然地位于手持装置10内，因此通常不可

见。阻挡装置16包括金属滚珠16A和容纳金属滚珠16A的腔室16B。为清楚起见，参考图3描述

的以上阻挡装置16的止动件12D未在图1中示出。

[0050] 以下，参考图2和图3更详细地描述阻挡装置16。

[0051] 腔室16B形成在分别形成第一部12的一部分和第二部14的一部分的两个面对的壁

12C和14C之间。更具体地，在该示例中，壁12C是第一部12的内壁，而壁14C是第二部14的外

壁。这些壁12C和14C均具有凹形12CA和14CA。这两个凹形12CA和14CA形成腔室16B。

[0052] 第一部12具有由轴向花键(spline)形成的止动件12D。第二部14具有第一通道

14D1和第二通道14D2，各个通道由轴向凹槽形成。止动件12D被构造成至少部分地接合在通

道14D1和14D2中，并且在通道中滑动。

[0053] 第一通道14D1和第二通道14D2中的每一者通向凹形14CA(或更一般地进入腔室

16B)，并且它们在凹形14CA(或更一般地说是腔室16B)的两侧沿轴向方向X彼此面对着设

置。应该看到，通道14D1和14D2各自具有相同的恒定宽度L，该宽度L小于滚珠16A的直径D。

在该示例中，宽度L等于直径D的60％。

[0054] 参考图4和图5，止动件12D永久地接合在第一通道14D1中，即，无论第一部12相对

于第二部14的位置如何，止动件12D都接合在其中。这使得可以阻止第一部12相对于第二部

14(反之亦然)绕轴向方向X转动，由此止动件12D永久地保持与第二通道14D2对齐。此外，在

静止时，即，当使用者没有沿轴向方向X相对于第二部14移动第一部12时，止动件12D不接合

在第二通道14D2中。因此，第二通道14D2的入口14D21形成容器，该容器被构造成当在重力

方向G上第一远端12A位于第二远端14A的上方时，接收滚珠16A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容器由

第二通道14D2形成。

[0055] 因此，如图4所示，当在重力方向G上第一远端12A位于第二远端14A的下方时，阻挡

装置16允许第一部12与第二部14之间沿轴向方向X相对平移移动。实际上，由于滚珠16A在

腔室16B内自由移动，所以在该构造中，滚珠16A在重力作用下自动地将自身置于在重力方

向上腔室16B的最低点。在该构造中，由于腔室16B的最低点在轴向方向X上基本上与第二通

道14D2相反，因此，所述通道的入口14D21保持通畅。因此，止动件12D未被阻塞，并且能够接

合在第二通道14D2中的部分中，由此，第一部12可相对于第二部14轴向移动。第一部12和第

二部14的轴向相对平移移动由图4中的双箭头II示出。在图4中，滚珠16A处于自由位置，而

手持装置10处于其第一构造。

[0056] 参考图5，当在重力方向G上第一远端12A位于第二远端14A的上方并且仅在该位置

时，阻挡装置16阻止第一部12和第二部14之间沿轴向方向X相对平移移动。实际上，在该位

置，在重力的作用下，滚珠16A移动，直到其到达第二通道14D2的入口14D21(该入口形成滚

珠16A的容器)，并且插在止动件12D和第二通道14D2之间。在该构造中，入口14D21形成腔室

16B的最低点。因此，止动件12D的轴向平移被滚珠16A阻挡，由此阻挡了第一部12和第二部

14之间相对平移移动。在图5中，滚珠16A处于阻挡位置，而手持装置10处于其第二构造。

[0057] 从图4中可以看出，止动件12D和入口14D21之间的轴向空间E，或更一般地在止动

件12D和腔室16B的壁之间的轴向空间E的长度等于滚珠16A的直径的105％，由此，当滚珠

16A处于阻挡位置时，第一部12和第二部14之间的轴向间隙特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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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由于阻挡装置16完全独立于笔芯推进装置(未示出)，因此，无论笔芯推进装置的

构造如何，都可以自然地发生阻挡。无论第一头部12B的致动机构如何，这都是普遍成立的。

举例来说，在变形例中，第一头部是圆珠笔尖或毡笔尖，而该机构是用于使第一头部缩回到

第一远端12A中/从第一远端12A伸出的棘轮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例如，第二头部是摩擦体

或电容屏用垫(pad  for  a  capacitive  screen)。当然，可以设想第一头部和第二头部的任

何其他组合。

[0059] 尽管参考具体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显然，在不超出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本

发明的一般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修改和改变。特别地，在另外的实施例

中，可以将所示和/或提及的各种实施例的各个特征进行组合。因此，应该在说明性而非限

制性的意义上考虑说明书和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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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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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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