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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ROTARY MULTIFUNCTIONAL PEN LAMP

(54) 发明名称 ：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 Fig.l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rotary multifunctional pen lamp, comprising a casing (5) and a lamp holder (2), wherein the lamp hold
er (2) i s movably connected to the casing (5) via a first rotary shaft (3). A plurality of lamps (1) i s arranged on the lamp holder (2). A
spring clip (4) i s arranged on the casing (5) at a position on one side of the lamp holder (2), a groove (6) i s arrang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asing (5), and several batteries (7) connected in series are arranged in the groove (6). A pen lamp cover (8) covers the
groove (6) at the top part thereof. A telescopic connecting rod (9) i s arrang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asing (5). The lamp holder (2)
and the lamps (1) can rotate around the first rotary shaft (3), enlarging a lighting area of the pen lamp. Tools can be affixed to the
bottom part of the casing (5), thus widen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pen lamp. The pen lamp can be suspended on a pocket by
means of the spring clip (4), and thus can be easily carried.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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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包括壳体 （5 ) 和灯架 （2 ) ，灯架 （2 ) 通过转轴一 （3 ) 与壳体 （5 ) 活动连接 。灯
架 （2 ) 上设有若干灯 （1 ) 。壳体 （5 ) 上位于灯架 （2 ) —侧 的位置上设有弹簧夹 （4 ) ，壳体 （5 ) 的另一
侧 设有 凹槽 （6 ) ，凹槽 （6 ) 内设置有 若干 串联 的 电池 （7 ) 。凹槽 （6 ) 顶 部覆 盖有 笔灯盖 （8 ) 。壳体
( 5 ) 底部设有伸缩式连接杆 （9 ) 。灯架 （2 ) 和灯 （1 ) 可绕转轴一 （3 ) 旋转 ，扩大笔灯 的照 明区域 。壳体
( 5 ) 底部可 附加工具 ，增加 了笔灯 的使用范 围。笔灯可 以通过弹簧夹 （4 ) 悬挂于 口袋 中，便于携带 。



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背景技术

灯具在漆黑的夜晚给人们带来了光明，是人们夜晚工作、行走必备的工具，

随着科技的发展，灯具变得多种多样，现在虽有方便携带、经济适用的灯具，

如专利号为 CN201020203517.8 , 专利名称为笔灯的照明工具，该笔灯的照明范

围比较小，只能照明灯前方的区域，当人们需要照明其它的区域时，只能移动

笔灯，且该笔灯的功能比较单一，只能进行照明，无法在提供照明的同时，给

人们带来其它方面的便利。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方便携带、照明区域广、功

能多的灯具。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以克服 目前现有技术的灯具

照明范围小、功能单一的不足。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包括壳体和灯架，所述灯架通过转轴一与壳体活

动连接，灯架上设有若干灯；壳体上位于灯架一侧的位置上设有弹簧夹，壳体

的另一侧设有一凹槽，凹槽内设置有若干串联的电池，凹槽顶部覆盖有笔灯盖，

壳体底部设有伸縮式连接杆。

进一步的，所述灯架的底端设有照明孔，照明孔内设有照明灯。

进一步的，所述壳体的顶部设有控制开关。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杆顶端为磁铁一。



进一步的，所述灯架包括连接座和通过转轴二与连接座连接 的灯座 。

优选 的，所述转轴二垂直于转轴一 。

优选 的，所述灯和照 明灯均为 LED 灯 。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为 ：笔灯 的灯架和灯可绕转轴一和转轴二旋转一定的角

度 ，从而扩大笔灯 的照 明区域 ，方便使用者工作 ，壳体底部 的磁铁或螺丝刀等

实用性工具 ，增加 了笔灯 的使用范 围；在携带时，笔灯可 以通过弹簧夹结构悬

挂于 口袋 中，从而便于使用者携带。

附图说 明

下面根据 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详细说 明。

图 1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的剖视 图；

图 3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壳体底部连接修理工具 的结

构示意 图；

图 4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使用磁铁二时的状态参考

图；

图 5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的使用状态参考 图之一 ；

图 6 是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的使用状态参考 图之二 。

图中：

1、灯 ；2、灯架；3、转轴一；4、弹簧夹；5、壳体；6、凹槽 ；7、电池 ；



8、笔灯盖 ；9、连接杆 ； 10、磁铁一 ； 11、控制开关； 12、照 明孔 ； 13、磁铁

二； 14、连接座 ； 15、转轴二； 16、灯座 ； 17、螺丝刀。

具体实施方式

如 图 1-6 所示 ，本发 明实施例所述的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包括壳体 5

和灯架 2，灯架 2 的底端设有照 明孔 12，照 明孔 12 内设有照 明灯 ，所述灯架 2

通过转轴一 3 与壳体 5 活动连接 ，灯架 2 包括连接座 14 和通过转轴二 15 与连

接座 14 连接 的灯座 16，所述转轴二 15 垂直于转轴一 3，灯架 2 上设有若干灯

1，灯 1 和照 明灯均为 LED 灯 ，壳体 5 底部设有伸縮式连接杆 9，壳体 5 上位于

灯架 2 —侧 的位置上设有弹簧夹 4，弹簧夹 4 位于灯架 2 的下方 ，壳体 5 的另

一侧设有一凹槽 6，凹槽 6 内设置有若干 串联的电池 7，凹槽 6 顶部覆盖有笔灯

盖 8，笔灯盖 8 上设置有磁铁二 13，所述连接杆 9 顶端为磁铁一 10。

如 图 3 所示 ，所述壳体 5 底部设有螺丝刀 17。

具体使用时，该便携式笔灯可 以用于野营照 明，修车照 明，烧烤照 明等需

求场合 ，在使用照 明功能时，如 图 4 所示 ，可 以通过笔灯盖 8 上的磁铁二 13 将

笔灯吸附住 ，方便放置 ，当需要调整照 明方 向时，如 图 5-6 所示 ，可 以通过调

节转轴一 3 和转轴二 13，使灯 1 的照 明方 向改变 ，无需变动笔灯 的放置位置和

放置方 向，方便实用 。使用捡拾功能时，灯架 2 头部置有照 明灯 ，在光亮处和

视线不清晰场合均可使用 ，捡拾能被磁铁一 10 吸附的零件和产 品。

如 图 4 所示 ，灯架 2 可绕转轴一 3 旋转 ，从而克服 了因照 明范围有 限而需

更换笔灯位置的不足 ，提高了工作效率 。

弹簧夹 4 为弹性结构 ，可 以发生一定的弹性形变 ，弹簧夹 4 固定在壳体 5

上 ，位于灯架 2 的下方 ；当弹簧夹 4 受力时，弹簧夹 4 与壳体 5 将形成角度 ，

可将笔灯挂在使用者 的口袋或背包上 ，方便 了使用者携带笔灯 。

照 明灯和灯 1 的灯 电源是采用 3 支 AAA 电池 。壳体 5 的底端可 以是磁铁一

10 的拾捡器 ，也是可 以时螺丝刀 17 等工具头 ，使用时，可 以通过控制开关 11



只打开灯架 2 头部的 LED 灯使其工作 ，其它 LED 灯处于非工作状态 。当使用

灯架 2 上的其余的 LED 灯 的照 明功能时，通过控制开关 11打开其余 的 LED 灯 。

通过此方式循环功能 ，可 以有效地节省 电能，使笔灯在相 同成本下 ，使用寿命

更长 ，更加节约能源 。

本发 明不局 限于上述最佳实施方式 ，任何人在本发 明的启示下都可得 出其

他各种形式 的产 品，但不论在其形状或结构上作任何变化 ，凡是具有与本 申请

相 同或相近似 的技术方案 ，均落在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权利要求

1、一种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包括壳体 （5 ) 和灯架 （2 )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灯架 （2 ) 通过转轴一 （3 ) 与壳体 （5 ) 活动连接 ，灯架 （2 ) 上设有若干灯

( 1) ; 壳体 （5 ) 上位于灯架 （2) —侧 的位置上设有弹簧夹 （4)，壳体 （5 ) 的

另一侧设有 凹槽 （6) ，凹槽 （6) 内设置有若干 串联 的电池 （7 ) ，凹槽 （6 ) 顶

部覆盖有笔灯盖 （8) ，壳体 （5 ) 底部设有伸縮式连接杆 （9)。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架 （2)

的底端设有照 明孔 （12 ) ，照 明孔 （12) 内设有照 明灯 。

3、根据权利要求 2 所述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 ：所述灯 （1)

和照 明灯均为 LED 灯 。

4、根据权利要求 3 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5 )

的顶部设有控制开关 （11) 。

5、根据权利要求 4 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杆 （9)

顶端为磁铁一 （10) 。

6、根据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5 )

底部设有修理工具 ，修理工具包括螺丝刀 （17) 。

7、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弹簧夹 （4)

位于灯架 （2) 的下方 。

8、根据权利要求 1-7 任一项所述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

笔灯盖 （8) 上设置有磁铁二 （13 ) 。

9、根据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旋转式多功能笔灯 ，其特征在于：所述灯架 （2)

包括连接座 （14) 和灯座 （16 ) ，灯座 （16 ) 通过转轴二 （15 ) 与连接座 （14 )

连接 。



( 15 ) 垂直于转轴一 （3 ) 。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3/075029

A . CLASSIFICATION O F SUBJECT MATTER

See the extra shee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 (IPC) or to both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PC

. FIELDS SEARCHED

Minimum documentation search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llowed by classification symbols)

IPC: F21 B25B 11

Documentation searched other than minimum document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documents are included i n the fields searched

Electronic data base consulted during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name of data base and, where practicable, search terms used)

CNKI, CNABS, VEN, CNTXT: pen, carry, portable, flash light, pick, LED, magnet+, light+, illumin+, fold+, rotat+, perpendic+, axis

C . DOCUMENTS CONSIDERED T O BE RELEVANT

Category :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 o claim No.

Y , LTD.), 25 1-10
January 2012 (25 .01.2012), description, paragraphs 3-15, and figure 1

Y CN 202252902 U (NINGBO TIANLI LIGHTING CO., LTD.), 30 May 2012 (30.05.2012). 1-10
description, paragraphs 15-17, and figures 1-3

Y CN 202158369 U (LIN, Hanzhong), 07 March 2012 (07.03.2012), description, paragraphs 1-10
39-49, and figures 1-10

A U S 6592236 B l (LIN, M .)，15 July 2003 (15.07.2003), the whole document 1-10

A U S 5647623 A (SHIAO, H .)，15 July 1997 (15.07.1997), the whole document 1-10

A CN 201475663 U (PAN, Gongfu), 19 May 2010 (19.05.2010), the whole document 1-10

ΓΊ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 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 |¾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 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 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E"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 s taken alone
"L"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 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 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17 September 2013 (17.09.2013) 26 September 2013 (26.09.2013)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ficer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 R . China
No. 6 , Xitucheng Road, Jimenqiao ZHANG, Zhi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Telephone No.: (86-10) 62085561Facsimile No.: (86-10) 62019451

Form PCT/IS A/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formation on patent family members
PCT/CN2013/075029

Patent Documents referred Publication Date Patent Family Publication Date
in the Report

CN 202125736 U 25.01 .2012 None

CN 202252902 U 30.05.2012 None

CN 202158369 U 07.03.2012 None

US 6592236 B l 15.07.2003 DE 20206041 U l 02.10.2002

US 5647623 A 15.07.1997 None

CN 201475663 U 19.05.2010 None

Form PCT/IS A/210 (patent family a ex)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PCT/CN2013/075029

A . CLASSIFICATION OF SUBJECT MATTER

F21L 4/02 (2006.01) i

F21L 4/04 (2006.01) i

F21V 21/096 (2006.01) i

F21V 21/30 (2006.01) i

F21V 33/00 (2006.01) i

B25B 11/00 (2006.01) i

F21Y 101/02 (2006.01) n

Form PCT/IS A/210 (extra sheet) (July 2009)



国 际检 索 报 告 PCT/CN2013/075029

A . 主题的分类

参见 附加页

按 照 国际专利分类 (IPC) 或 者 同时按 照 国家分类和 IPC 两 种分类

B . 检 索领域

检 索 的最低 限度文献 (标 明分类系统和分类号 )

IPC: F21 B25B1 1

包 含 在检索领域 中的除最低 限度文献 以外 的检 索文献

在 国际检索 时查 阅的 电子数据库 (数据库 的名称 ，和使用 的检 索词 （如使用 ））

CNKI, CNABS, VEN, CNTXT: 笔，携带，便携，磁，灯，照 明，手 电，电筒，拾，捡，旋转，转动，折 叠，垂直 , LED

magnet+, light+, illumin+, fold+, rotat+, perpendic+, axis

C .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 时 ，指 明相 关段落 相 关 的权利要求

CN 202125736 U (上 虞 市新华 电器有 限公 司）25. 1 月 2012 (25.01.2012) 说 明书第 3-15 1-10

段 ，附 图 1

CN 202252902 U (宁波 天立灯饰有 限公 司）30.5 月 2012 (30.05.2012) 说 明书第 15-17 1-10

段 ，附 图 1-3

CN 202158369 U (林 汉 忠）07.3 月 2012 (07.03.2012) 说 明书第 39-49 段，附 图 1-10 1-10

U S 6592236 B l (LIN M ) 15.7 月 2003 (15.07.2003) 全文 1-10

U S 5647623 A (SHIAO H ) 15.7 月 1997 (15.07. 1997) 全 文 1-10

CN 201475663 U (潘 功 富) 19.5 月 2010 (19.05.2010) 全文 1-10

口 其 余文件 在 C 栏 的续 页 中列 出 见 同族 专利 附件 。

* 引用文件的具体类型： "T" 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后公布，与申请不相抵触，但为了

"A" 认为不特别相关的表示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的文件 理解发明之理论或原理的在后文件
"E" 在国际申请日的¾ ¾¾ 公布 先申请或 "X" 特别相关的文件，单独考虑该文件，认定要求保护的

"L" 可能对优先权要求构成怀疑的文件，或为确定另一篇 发明不是新颖的或不具有创造性

引用文件的公布 日而引用的或者因其他特殊理由而引 "Y" 特别相关的文件，当该文件与另一篇或者多篇该类文件

用的文件 （如具体说明的） 结合并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为显而易见时，
"O" 涉及 口头公开、使用、展览或其他方式公开的文件 要求保护的发明不具有创造性
"P" 公布 日先于国际申请日但迟于所要求的优先权日的文件 "&" 同族专利的文件

国际检 索实 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 索报 告 邮寄 日期
17.9 月 2013 (17.09.2013) 26.9 月 2013 (26.09.2013)

ISA/CN 的名称和邮寄地址： 受权 官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100088 张陟

传真号： （86-10)62019451 电话 号码 ：(86-10) 62085561

PCT/ISA/210 表(第 2 页）（2009 年 7 月）



国际检 索报告 PCT/CN2013/075029
关于同族专利的信息

检索报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专利 公布日期
专利文件

CN 202125736 U 25. 01. 2012 无
CN 202252902 U 30. 05. 2012 无
CN 202158369 U 07. 03. 2012 无
US 6592236 B1 15. 07. 2003 DE 20206041 02. 10. 2002

US 5647623 A 15. 07. 1997 无
CN 201475663 U 19. 05. 2010 无

PCT/ISA/210 表(同族专利附件）(2009 年 7 月）



u ( I 0 900 ) ZQIIQI 入
9 1 οο/ ΐ ΐ a

(T0 90oz) οο/ Λ ΐ Μ

(10 9001) θ /ΐ^ Λ ΐ Μ

( ΐ Ο·900 ) 960/ΐ Λ ΐ

( ΐ θ 900 ) O/ Ζ

} ( ΐ θ 900 ) Z / Ζ

OSZO/ I O N / X d 呈¾ ¾ 国


	abstract
	description
	claims
	drawings
	wo-search-report
	wo-search-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