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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的笔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节的笔，旨在提供一

种可调节使用墨水黏性的可调节的笔。它包括笔

杆、笔头和笔尾，笔头和笔尾均与笔杆连接，笔杆

内安装有分隔块一，笔头内设有链条和设有两个

限位孔的分隔块二，链条的一端置于笔头的底

端，链条的另一端置于分隔块二的侧面，链条的

一端与笔头底端的距离大于分隔块二与笔头底

端的距离，链条上设有若干个挡块，若干个挡块

均匀安装于链条的外侧面上，挡块与限位孔相匹

配。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分隔块一、分隔块二、

链条和挡块达到可调节使用墨水黏性的目的；滚

动杆一、滚动杆二和滚珠可起到带动链条展开工

作的作用；活动块可达到时刻开关液体流出的目

的；漂浮物、泡沫层和开孔一起到及时挡住液体

注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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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包括笔杆(1)、笔头(2)和笔尾(3)，所述的笔头(2)置于

笔杆(1)的底端，所述的笔尾(3)置于笔杆(1)的顶端，所述的笔头(2)和笔尾(3)均与笔杆

(1)连接，所述的笔杆(1)内安装有分隔块一(5)，所述的笔头(2)内设有链条(6)和分隔块二

(10)，所述的分隔块二(10)与笔头(2)固定连接，所述的分隔块二(10)上设有两个限位孔

(24)，所述链条(6)的一端置于笔头(2)的底端，所述链条(6)的另一端置于分隔块二(10)的

侧面，所述链条(6)的一端与笔头(2)底端的距离大于分隔块二(10)与笔头(2)底端的距离，

所述的链条(6)上设有若干个挡块(7)，若干个挡块(7)均匀安装于链条(6)的外侧面上，所

述的挡块(7)与限位孔(24)相匹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链条(6)内安装有若干个

滚动杆一(8)，若干个滚动杆一(8)均匀分布，所述的链条(6)套装于滚动杆一(8)的外侧面，

所述笔头(2)的内侧壁上均匀安装有若干个滚动轴承一(26)，所述滚动杆一(8)的两端分别

与两个滚动轴承一(26)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笔头(2)上设有滚动槽

(12)、滚珠(4)、连接杆(13)和螺纹一(11)，所述的滚动槽(12)包含若干个，若干个滚动槽

(12)均匀安装于笔头(2)的底端，所述的滚动槽(12)与滚珠(4)的外侧面相接触，所述的滚

珠(4)内设有滚动轴承二(25)，所述的滚动轴承二(25)与滚珠(4)连通，所述的连接杆(13)

通过滚动轴承二(25)与滚珠(4)连接，所述连接杆(13)的两端分别安装于笔头(2)的左右两

个外侧面上，所述的螺纹一(11)置于笔头(2)的顶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滚珠(4)上设有两个滚动

杆二(14)，两个滚动杆二(14)分别安装于滚珠(4)的左右两边，所述的滚动杆二(14)与滚动

杆一(8)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笔杆(1)设有活动块(9)和

钻孔(16)，所述的活动块(9)和钻孔(16)均包含两个，两个钻孔(16)分别置于笔杆(1)的左

右两个侧面上，所述的活动块(9)通过钻孔(16)与笔杆(1)活动连接，所述的分隔块一(5)上

设有两个限位槽一(17)，两个限位槽一(17)的所在位置与两个钻孔(16)的所在位置一一对

应，所述的活动块(9)上设有连接块(18)和限位块一(28)，所述活动块(9)的一端与连接块

(18)连接，所述的限位块一(28)通过连接块(18)与限位槽一(17)相接触，所述活动块(9)的

另一端通过钻孔(16)置于笔杆(1)外，所述的限位块一(28)安装于笔杆(1)内的活动块(9)

的侧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3或5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笔杆(1)内设有若干个

分隔块三(19)，若干个分隔块三(19)均匀分布于笔杆(1)内，所述的分隔块一(5)和笔杆(1)

均与分隔块三(19)连接，所述的分隔块三(19)上设有若干个开孔一(27)，若干个开孔一

(27)均匀分布于分隔块一(5)两边的分隔块三(19)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笔杆(1)上设有螺纹二

(15)，所述的螺纹二(15)置于笔杆(1)的底端，所述的螺纹二(15)与笔头(2)顶端的螺纹一

(11)相匹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笔杆(1)顶端附近的分隔块三

(19)上设有若干个漂浮物(29)，若干个漂浮物(29)以分隔块一(5)为中心左右分布，所述的

漂浮物(29)通过开孔一(27)与分隔块三(19)活动连接，所述漂浮物(29)的顶端置于分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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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的顶面外，所述漂浮物(29)的底端置于分隔块三(19)的底面外，所述漂浮物(29)的

顶端上设有若干个开孔二(30)，所述漂浮物(29)的底端设有泡沫层(21)，所述的泡沫层

(21)与漂浮物(29)的底端粘连。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分隔块一(5)顶端与笔杆

(1)底端的距离大于笔杆(1)顶端与笔杆(1)底端的距离。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可调节的笔，其特征是，所述的笔尾(3)上设有限位槽二

(23)和螺纹三(22)，所述的螺纹三(22)置于笔尾(3)的外侧壁上，所述的笔杆(1)上设有螺

纹四(20)，所述的螺纹四(20)置于笔杆(1)的顶端，所述的螺纹三(22)与螺纹四(20)相匹

配，所述的限位槽二(23)与分隔块一(5)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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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节的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办公用品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可调节的笔。

背景技术

[0002] 笔，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供书写或绘画用的工具，多通过笔尖将带有颜色的

固体或液体(墨水)在纸上或其他固体表面绘制文字、符号或图画，也有利用固体笔尖的硬

度书写画图用铅笔和炭笔，与墨、纸、砚并称文房四宝，随着时代的进步，笔的款式越来越

多，而兼具自来水笔和油性圆珠笔的优点中性笔应运而生，但目前的笔一般都是向笔管内

注入墨水以达到让笔能正常工作的目的，而有些注入的墨水是水性油墨，缺乏油性油墨的

黏性胶状流体，这样在使用时若保护不周及易挥发，需时刻做好水密保护。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笔需时刻做好水密保护以预防墨水挥发的不足，提

供了一种可调节使用墨水黏性的可调节的笔。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可调节的笔，包括笔杆、笔头和笔尾，所述的笔头置于笔杆的底端，所述的笔

尾置于笔杆的顶端，所述的笔头和笔尾均与笔杆连接，所述的笔杆内安装有分隔块一，所述

的笔头内设有链条和分隔块二，所述的分隔块二与笔头固定连接，所述的分隔块二上设有

两个限位孔，所述链条的一端置于笔头的底端，所述链条的另一端置于分隔块二的侧面，所

述链条的一端与笔头底端的距离大于分隔块二与笔头底端的距离，所述的链条上设有若干

个挡块，若干个挡块均匀安装于链条的外侧面上，所述的挡块与限位孔相匹配。

[0006] 通过笔杆内安装的分隔块一可将笔杆分为两个储藏空间，如此便可向笔杆内注入

两种不一样的液体，而设有两个限位孔的分隔块二则是配合安装着若干个挡块的链条起到

可开启或关闭液体通过限位孔的工作，如此便达到了可调节使用墨水黏性的目的。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链条内安装有若干个滚动杆一，若干个滚动杆一均匀分布，所述

的链条套装于滚动杆一的外侧面，所述笔头的内侧壁上均匀安装有若干个滚动轴承一，所

述滚动杆一的两端分别与两个滚动轴承一连接。这样设计通过均匀安装在笔头的内侧壁上

的若干个滚动轴承一能让两端分别与两个滚动轴承一连接的滚动杆一顺利的滚动。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笔头上设有滚动槽、滚珠、连接杆和螺纹一，所述的滚动槽包含

若干个，若干个滚动槽均匀安装于笔头的底端，所述的滚动槽与滚珠的外侧面相接触，所述

的滚珠内设有滚动轴承二，所述的滚动轴承二与滚珠连通，所述的连接杆通过滚动轴承二

与滚珠连接，所述连接杆的两端分别安装于笔头的左右两个外侧面上，所述的螺纹一置于

笔头的顶端。这样设计通过若干个均匀安装于笔头的底端的滚动槽可让外侧面与之相接触

的滚珠能顺利的滚动着，而两端分别安装于笔头的左右两个外侧面上的连接杆则是通过滚

动轴承二起到对滚珠的支撑，即使滚珠在使用滚动时也不会脱离笔头。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滚珠上设有两个滚动杆二，两个滚动杆二分别安装于滚珠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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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两边，所述的滚动杆二与滚动杆一连接。这样设计通过分别安装于滚珠的左右两边的两

个滚动杆二可在滚珠滚动时带动与之连接的滚动杆一也随之滚动。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笔杆设有活动块和钻孔，所述的活动块和钻孔均包含两个，两个

钻孔分别置于笔杆的左右两个侧面上，所述的活动块通过钻孔与笔杆活动连接，所述的分

隔块一上设有两个限位槽一，两个限位槽一的所在位置与两个钻孔的所在位置一一对应，

所述的活动块上设有连接块和限位块一，所述活动块的一端与连接块连接，所述的限位块

一通过连接块与限位槽一相接触，所述活动块的另一端通过钻孔置于笔杆外，所述的限位

块一安装于笔杆内的活动块的侧面上。这样设计通过钻孔可让活动块能顺利滑动，而分隔

块一上的限位槽一则是可对活动块进入接触分隔块一时起到限位作用，此时活动块连接的

连接块则是能做好与限位槽一紧密连接的工作，安装于笔杆内的活动块的侧面上的限位块

一颗预防活动块滑动时脱离笔杆。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笔杆内设有若干个分隔块三，若干个分隔块三均匀分布于笔杆

内，所述的分隔块一和笔杆均与分隔块三连接，所述的分隔块三上设有若干个开孔一，若干

个开孔一均匀分布于分隔块一两边的分隔块三上。这样设计通过均匀分布于笔杆内的若干

个分隔块三可对分隔块一起到支撑和限位作用，而分隔块三上的若干个开孔一则是液体顺

利流通的保证。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笔杆上设有螺纹二，所述的螺纹二置于笔杆的底端，所述的螺纹

二与笔头顶端的螺纹一相匹配。这样设计通过笔杆上的螺纹二配合笔头顶端相匹配的螺纹

一做好笔杆与笔头的螺纹连接。

[0013] 作为优选，笔杆顶端附近的分隔块三上设有若干个漂浮物，若干个漂浮物以分隔

块一为中心左右分布，所述的漂浮物通过开孔一与分隔块三活动连接，所述漂浮物的顶端

置于分隔块三的顶面外，所述漂浮物的底端置于分隔块三的底面外，所述漂浮物的顶端上

设有若干个开孔二，所述漂浮物的底端设有泡沫层，所述的泡沫层与漂浮物的底端粘连。这

样设计通过笔杆顶端附近的分隔块三上的若干个开孔一可将所需液体注入，而当液体接触

到漂浮物的底端的泡沫层时，与泡沫层粘连的漂浮物便会受到浮力影响向上浮起，直至置

于分隔块三底面外的漂浮物挡住开孔一，这样便能达到阻挡住液体注入的目的，而漂浮物

的顶端上的开孔二则是液体顺利通过漂浮物的顶端的通道。

[0014] 作为优选，所述的分隔块一顶端与笔杆底端的距离大于笔杆顶端与笔杆底端的距

离。这样设计因分隔块一顶端与笔杆底端的距离大于笔杆顶端与笔杆底端的距离可预防向

笔杆一面注入液体时，液体未受阻挡飘洒到笔杆另一面。

[0015] 作为优选，所述的笔尾上设有限位槽二和螺纹三，所述的螺纹三置于笔尾的外侧

壁上，所述的笔杆上设有螺纹四，所述的螺纹四置于笔杆的顶端，所述的螺纹三与螺纹四相

匹配，所述的限位槽二与分隔块一相匹配。这样设计通过笔尾外侧壁上的螺纹三与笔杆顶

端相匹配的螺纹四做好笔尾与笔杆紧密的螺纹连接。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通过分隔块一、分隔块二、链条和挡块达到可调节使用墨水

黏性的目的；通过滚动杆一、滚动杆二和滚珠可起到带动链条展开工作的作用；通过活动块

可达到时刻开关液体流出的目的；通过漂浮物、泡沫层和开孔一起到及时挡住液体注入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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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的链条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的滚动杆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的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的滚动杆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的滚动轴承二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的活动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的分隔块三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的漂浮物顶端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笔杆，2、笔头，3、笔尾，4、滚珠，5、分隔块一，6、链条，7、挡块，8、滚动杆一，

9、活动块，10、分隔块二，11、螺纹一，12、滚动槽，13、连接杆，14、滚动杆二，15、螺纹二，16、

钻孔，17、限位槽一，18、连接块，19、分隔块三，20、螺纹四，21、泡沫层，22、螺纹三，23、限位

槽二，24、限位孔，25、滚动轴承二，26、滚动轴承一，27、开孔一，28、限位块一，29、漂浮物，

30、开孔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28] 如图1、图2所示的实施案例中，一种可调节的笔，包括笔杆1、笔头2和笔尾3，笔头2

置于笔杆1的底端，笔尾3置于笔杆1的顶端，笔头2和笔尾3均与笔杆1连接，笔杆1内安装有

分隔块一5，笔头2内设有链条6和分隔块二10，分隔块二10与笔头2固定连接，分隔块二10上

设有两个限位孔24，链条6的一端置于笔头2的底端，链条6的另一端置于分隔块二10的侧

面，链条6的一端与笔头2底端的距离大于分隔块二10与笔头2底端的距离，如图4所示，链条

6上设有若干个挡块7，若干个挡块7均匀安装于链条6的外侧面上，挡块7与限位孔24相匹

配。如图3所示，链条6内安装有若干个滚动杆一8，若干个滚动杆一8均匀分布，链条6套装于

滚动杆一8的外侧面，笔头2的内侧壁上均匀安装有若干个滚动轴承一26，滚动杆一8的两端

分别与两个滚动轴承一26连接。笔头2上设有滚动槽12、滚珠4、连接杆13和螺纹一11，滚动

槽12包含若干个，若干个滚动槽12均匀安装于笔头2的底端，滚动槽12与滚珠4的外侧面相

接触，如图6所示，滚珠4内设有滚动轴承二25，滚动轴承二25与滚珠4连通，连接杆13通过滚

动轴承二25与滚珠4连接，连接杆13的两端分别安装于笔头2的左右两个外侧面上，螺纹一

11置于笔头2的顶端。如图5所示，滚珠4上设有两个滚动杆二14，两个滚动杆二14分别安装

于滚珠4的左右两边，滚动杆二14与滚动杆一8连接。

[0029] 如图7所示，笔杆1设有活动块9和钻孔16，活动块9和钻孔16均包含两个，两个钻孔

16分别置于笔杆1的左右两个侧面上，活动块9通过钻孔16与笔杆1活动连接，分隔块一5上

设有两个限位槽一17，两个限位槽一17的所在位置与两个钻孔16的所在位置一一对应，活

动块9上设有连接块18和限位块一28，活动块9的一端与连接块18连接，限位块一28通过连

接块18与限位槽一17相接触，活动块9的另一端通过钻孔16置于笔杆1外，限位块一28安装

于笔杆1内的活动块9的侧面上。笔杆1内设有若干个分隔块三19，若干个分隔块三19均匀分

布于笔杆1内，分隔块一5和笔杆1均与分隔块三19连接，如图8所示，分隔块三19上设有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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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孔一27，若干个开孔一27均匀分布于分隔块一5两边的分隔块三19上。笔杆1上设有螺

纹二15，所述的螺纹二15置于笔杆1的底端，螺纹二15与笔头2顶端的螺纹一11相匹配。笔杆

1顶端附近的分隔块三19上设有若干个漂浮物29，若干个漂浮物29以分隔块一5为中心左右

分布，漂浮物29通过开孔一27与分隔块三19活动连接，漂浮物29的顶端置于分隔块三19的

顶面外，漂浮物29的底端置于分隔块三19的底面外，如图9所示，漂浮物29的顶端上设有若

干个开孔二30，漂浮物29的底端设有泡沫层21，泡沫层21与漂浮物29的底端粘连。分隔块一

5顶端与笔杆1底端的距离大于笔杆1顶端与笔杆1底端的距离。笔尾3上设有限位槽二23和

螺纹三22，螺纹三22置于笔尾3的外侧壁上，笔杆1上设有螺纹四20，螺纹四20置于笔杆1的

顶端，螺纹三22与螺纹四20相匹配，限位槽二23与分隔块一5相匹配。

[0030] 开始可调节的笔的使用，首先手动拧动笔尾3，让笔尾3通过笔尾3的外侧壁上的螺

纹三22解开与之相匹配的笔杆1顶端的螺纹四20，这样便可让笔尾3脱离笔杆1，此处展现在

眼前的笔杆1内安装有分隔块一5顶端与笔杆1底端的距离大于笔杆1顶端与笔杆1底端的距

离，减小了向笔杆1一面注入液体时，液体未受阻挡飘洒到笔杆1另一面的概率，接着对着笔

杆1内与分隔块一5连接着的分隔块三19上的漂浮物29注入墨水和黏性液体，因漂浮物29的

顶端上是有若干个开孔二30的，如此在注入液体时顺利方便，注入一段时间后，漂浮物29底

端粘连的泡沫层21受到液体浮力作用便会上伏，这样漂浮物29顶端也会随之被带动向上移

动，而漂浮物29底端会及时挡住分隔块三19上的开孔一27让液体不能顺利注入，然后拿起

笔尾3通过螺纹连接方式做好笔尾3与笔杆1的连接，在这里漂浮物29底端与泡沫层21可使

用胶水做好连接，不仅连接可靠，而且水密性好，同时笔杆1内均匀分布着的若干个分隔块

三19不仅很好的起着对分隔块一5支撑和限位作用，而且分隔块三19上的均匀分布于分隔

块一5两边的若干个开孔一27也是墨水和黏性液体顺利流通的保证。

[0031] 接着手动控制置于笔杆1外的活动块9，让笔杆1内注入的墨水和黏性液体能通过

置于笔杆1内的活动块9与笔杆1内侧壁之间的通道顺利的流进笔头2内，而笔头2上固定连

接着的分隔块二10便及时挡住了，然后开始使用通过滚动轴承二25与连接杆13连接的滚珠

4让滚珠4通过安装于滚珠4的左右两边的两个滚动杆二14带动与之连接的滚动杆一8展开

滚动工作，这样滚动杆一8安装着的链条6也随之工作，在此过程中，安装于链条6的外侧面

上的挡块7会偶尔通过与之相匹配的限位孔24，而已经混合在的墨水和黏性液体便在限位

孔24有流通空间是及时流出，同时因挡块7不时的在混合液体内通过，所以墨水和黏性液体

的融合也更加充分，而黏性液体的水性也随之增加，当不需要使用该笔了，可手动控制置于

笔杆1外的活动块9向笔杆1内移动，而活动块9连接的连接块18便是能很好的与分隔块一5

上的限位槽一17做到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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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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