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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及其主

动式电容触控笔。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包括笔形壳

体结构、支撑结构、电路基板、感测模块、弹性组

件、顶抵组件、笔头结构以及供电组件。支撑结构

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内。电路基板定位在支撑结

构上且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内。感测模块设置在

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电路基板。弹性组

件包括一接触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

置在可挠性支架与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

顶抵组件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内且顶抵可挠性

支架。借此，笔头结构、顶抵组件、弹性组件以及

感测模块依序紧靠，以使得笔头结构、顶抵组件、

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

组装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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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包括：

一笔形壳体结构；

一支撑结构，所述支撑结构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

一电路基板，所述电路基板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上且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

一感测模块，所述感测模块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

一弹性组件，所述弹性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接触所述感测模块，其中，所

述弹性组件包括一接触所述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置在所述可挠性支架与所述

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

一顶抵组件，所述顶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

一笔头结构，所述笔头结构的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内部以顶抵所述顶抵

组件，且所述笔头结构的另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外部；以及

一供电组件，所述供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

其中，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依序紧靠，以使得所

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

其中，所述顶抵组件包括一笔芯支架、一限位轴套以及一弹性环，所述笔芯支架顶抵所

述可挠性支架，所述限位轴套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被所述支撑结构所定位，且所述弹

性环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紧靠于所述支撑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所述感测模块包括一承载基

板以及一力量传感器，所述承载基板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且所述力量传感器设置在

所述承载基板上且电性连接于所述承载基板，其中，所述可挠性支架具有一接触部、一围绕

部以及一围绕空间，所述接触部接触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感测区域，所述围绕部围绕地连

接于所述接触部且顶抵所述承载基板，且所述围绕空间围绕地形成在所述接触部与所述围

绕部之间，其中，所述可挠性组件套设在所述围绕部上且容置在所述围绕空间内，且所述可

挠性组件的一末端部顶抵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非感测区域或者顶抵所述承载基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芯支架的外表面具有

一围绕状凸体以及一围绕状凹槽，且所述弹性环设置在所述围绕状凹槽内且紧靠在所述围

绕状凸体的一第一围绕侧表面与所述支撑结构的内表面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芯支架具有一主体

部、至少两个延伸部以及一容置空间，所述主体部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至少两个所述延伸

部彼此分离且从所述主体部延伸而出，且所述容置空间位于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之间以用

于部分地容纳所述笔头结构的一笔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轴套具有一轴套部

以及一限位部，所述轴套部套设在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上且紧靠在所述笔芯支架与所述支

撑结构之间，且所述限位部围绕地设置在所述轴套部上且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的一内围绕

凹槽内。

6.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所述可携式电子装置使用一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其特征在于，

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包括：

一笔形壳体结构；

一支撑结构，所述支撑结构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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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路基板，所述电路基板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上且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

一感测模块，所述感测模块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

一弹性组件，所述弹性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接触所述感测模块，其中，所

述弹性组件包括一接触所述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置在所述可挠性支架与所述

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

一顶抵组件，所述顶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

一笔头结构，所述笔头结构的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内部以顶抵所述顶抵

组件，且所述笔头结构的另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外部；以及

一供电组件，所述供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

其中，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依序紧靠，以使得所

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

其中，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顶抵组件包括一笔芯支架、一限位轴套以及一弹

性环，所述笔芯支架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所述限位轴套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被所述

支撑结构所定位，且所述弹性环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紧靠于所述支撑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携式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

感测模块包括一承载基板以及一力量传感器，所述承载基板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且

所述力量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承载基板上且电性连接于所述承载基板，其中，所述可挠性支

架具有一接触部、一围绕部以及一围绕空间，所述接触部接触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感测区

域，所述围绕部围绕地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且顶抵所述承载基板，且所述围绕空间围绕地形

成在所述接触部与所述围绕部之间，其中，所述可挠性组件套设在所述围绕部上且容置在

所述围绕空间内，且所述可挠性组件的一末端部顶抵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非感测区域或者

顶抵所述承载基板。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可携式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笔芯支架的外表面具有一

围绕状凸体以及一围绕状凹槽，且所述弹性环设置在所述围绕状凹槽内且紧靠在所述围绕

状凸体的一第一围绕侧表面与所述支撑结构的内表面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携式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

笔芯支架具有一主体部、至少两个延伸部以及一容置空间，所述主体部顶抵所述可挠性支

架，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彼此分离且从所述主体部延伸而出，且所述容置空间位于至少两

个所述延伸部之间以用于部分地容纳所述笔头结构的一笔芯。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可携式电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轴套具有一轴套部

以及一限位部，所述轴套部套设在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上且紧靠在所述笔芯支架与所述支

撑结构之间，且所述限位部围绕地设置在所述轴套部上且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的一内围绕

凹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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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携式电子装置及其主动式电容触控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子装置及其触控笔，特别是涉及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及其主动

式电容触控笔。

背景技术

[0002] 触摸板有电阻式、电磁式及电容式三种。电阻式触摸板在操作时需利用笔尖在极

小的面积上施力。电磁式触摸板需配合具有电池的特殊笔才能进行输入。电容式触摸板的

工作原理是利用对象接触到触摸板的瞬间产生电容耦合效应，因而可通过电容值的变化来

侦测对象的接触位置，因此电容式触摸板不必借助消耗电源的输入笔。电容式触摸板的使

用也不需要施压点集中，因此使用寿命较长。再者，电容式触摸板的组成简单、组件少、产品

良率高，使得电容式触摸板在大量生产时成本较低。

[0003] 操作电容式触摸板的方式有许多，最常见的是以手指或笔在其表面碰触或滑动，

以便触摸板中的传感器产生相应的信号。但是随着的电容式触摸板的应用越来越多，其于

侦测上却有精准度较低的缺点，在某些可能需要更精准的侦测效能的应用上，将会使得操

作流畅度大打折扣，因此很多使用者选择使用电容式触控笔来增加其触控的精准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

及其主动式电容触控笔。

[0005]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其中一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主动式

电容触控笔，其包括：一笔形壳体结构、一支撑结构、一电路基板、一感测模块、一弹性组件、

一顶抵组件、一笔头结构以及一供电组件。所述支撑结构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所述

电路基板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上且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所述感测模块设置在所述

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所述弹性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

接触所述感测模块，其中，所述弹性组件包括一接触所述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

置在所述可挠性支架与所述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所述顶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

体结构内且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所述笔头结构的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内部

以顶抵所述顶抵组件，且所述笔头结构的另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外部。所述

供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其中，所述笔头结构、所

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依序紧靠，以使得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

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

[0006] 更进一步地，所述感测模块包括一承载基板以及一力量传感器，所述承载基板电

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且所述力量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承载基板上且电性连接于所述承载

基板，其中，所述可挠性支架具有一接触部、一围绕部以及一围绕空间，所述接触部接触所

述力量传感器的一感测区域，所述围绕部围绕地连接于所述接触部且顶抵所述承载基板，

且所述围绕空间围绕地形成在所述接触部与所述围绕部之间，其中，所述可挠性组件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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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围绕部上且容置在所述围绕空间内，且所述可挠性组件的一末端部顶抵所述力量传

感器的一非感测区域或者顶抵所述承载基板。

[0007] 更进一步地，所述顶抵组件包括一笔芯支架、一限位轴套以及一弹性环，所述笔芯

支架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所述限位轴套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被所述支撑结构所定

位，且所述弹性环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紧靠于所述支撑结构，其中，所述笔芯支架的外

表面具有一围绕状凸体以及一围绕状凹槽，且所述弹性环设置在所述围绕状凹槽内且紧靠

在所述围绕状凸体的一第一围绕侧表面与所述支撑结构的内表面之间。

[0008] 更进一步地，所述笔芯支架具有一主体部、至少两个延伸部以及一容置空间，所述

主体部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彼此分离且从所述主体部延伸而出，且

所述容置空间位于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之间，以用于部分地容纳所述笔头结构的一笔芯。

[0009] 更进一步地，所述限位轴套具有一轴套部以及一限位部，所述轴套部套设在至少

两个所述延伸部上且紧靠在所述笔芯支架与所述支撑结构之间，且所述限位部围绕地设置

在所述轴套部上且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的一内围绕凹槽内。

[0010]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另外一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可携式

电子装置，所述可携式电子装置使用一主动式电容触控笔。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包括：一

笔形壳体结构、一支撑结构、一电路基板、一感测模块、一弹性组件、一顶抵组件、一笔头结

构以及一供电组件。所述支撑结构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所述电路基板定位在所述

支撑结构上且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所述感测模块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

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所述弹性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接触所述感测模块，

其中，所述弹性组件包括一接触所述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置在所述可挠性支架

与所述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所述顶抵组件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顶抵所述

可挠性支架。所述笔头结构的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内部以顶抵所述顶抵组

件，且所述笔头结构的另一部分设置在所述笔形壳体结构的外部。所述供电组件设置在所

述笔形壳体结构内且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其中，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

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依序紧靠，以使得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

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感测模块包括一承载基板以及一力量

传感器，所述承载基板电性连接于所述电路基板，且所述力量传感器设置在所述承载基板

上且电性连接于所述承载基板，其中，所述可挠性支架具有一接触部、一围绕部以及一围绕

空间，所述接触部接触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感测区域，所述围绕部围绕地连接于所述接触

部且顶抵所述承载基板，且所述围绕空间围绕地形成在所述接触部与所述围绕部之间，其

中，所述可挠性组件套设在所述围绕部上且容置在所述围绕空间内，且所述可挠性组件的

一末端部顶抵所述力量传感器的一非感测区域或者顶抵所述承载基板。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顶抵组件包括一笔芯支架、一限位轴

套以及一弹性环，所述笔芯支架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所述限位轴套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

上且被所述支撑结构所定位，且所述弹性环套设在所述笔芯支架上且紧靠于所述支撑结

构，其中，所述笔芯支架的外表面具有一围绕状凸体以及一围绕状凹槽，且所述弹性环设置

在所述围绕状凹槽内且紧靠在所述围绕状凸体的一第一围绕侧表面与所述支撑结构的内

表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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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所述笔芯支架具有一主体部、至少两个延

伸部以及一容置空间，所述主体部顶抵所述可挠性支架，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彼此分离且

从所述主体部延伸而出，且所述容置空间位于至少两个所述延伸部之间，以用于部分地容

纳所述笔头结构的一笔芯。

[0014] 更进一步地，所述限位轴套具有一轴套部以及一限位部，所述轴套部套设在至少

两个所述延伸部上且紧靠在所述笔芯支架与所述支撑结构之间，且所述限位部围绕地设置

在所述轴套部上且定位在所述支撑结构的一内围绕凹槽内。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技术方案所提供的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及其主动

式电容触控笔，其能通过“所述弹性组件包括一接触所述感测模块的可挠性支架以及一设

置在所述可挠性支架与所述感测模块之间的可挠性组件”以及“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

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依序紧靠”的技术特征，以使得所述笔头结构、所述顶抵组

件、所述弹性组件以及感测模块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

[0016] 为使能更进一步了解本发明的特征及技术内容，请参阅以下有关本发明的详细说

明与附图，然而所提供的附图仅用于提供参考与说明，并非用来对本发明加以限制。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组合示意图。

[0018] 图2为图1的II-II剖面线的剖面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其中一观看视角的分解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另外一观看视角的分解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感测模块、弹性组件以及顶抵组件的

其中一观看视角的组合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感测模块、弹性组件以及顶抵组件的

另外一观看视角的组合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感测模块、弹性组件以及顶抵组件的

其中一观看视角的分解示意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感测模块、弹性组件以及顶抵组件的

另外一观看视角的分解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可携式电子装置使用一主动式电容触控笔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是通过特定的具体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所公开有关“可携式电子装置及其主

动式电容触控笔”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所公开的内容了解本发明的

优点与效果。本发明可通过其他不同的具体实施例加以施行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

节也可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不悖离本发明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与变更。另外，本发明

的附图仅为简单示意说明，并非依实际尺寸的描绘，事先声明。以下的实施方式将进一步详

细说明本发明的相关技术内容，但所公开的内容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7] 请参阅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其包括：一笔形壳

体结构1、一支撑结构2、一电路基板3、一感测模块4、一弹性组件5、一顶抵组件6、一笔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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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7以及一供电组件8。

[0028] 首先，配合图1以及图3所示，笔形壳体结构1至少包括一笔身11以及一笔帽12。举

例来说，笔身11除了可采用圆形结构(如图1所示)之外，也可使用方形结构，所以笔形壳体

结构1不管采用何种形状设计，本发明都不限于此制。

[0029] 此外，配合图1以及图3所示，支撑结构2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内，并且电路基板3

定位在支撑结构2上且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内。更进一步来说，支撑结构2可以由一第一支

撑架2A(或可称下侧支架)以及一第二支撑架2B(或可称上侧支架)相互配合所构成。值得一

提的是，当第一支撑架2A与第二支撑架2B相互配合以组成支撑结构2后，一屏蔽组件S1以及

一天线组件S2可以分别套设在支撑结构2上，并且天线组件S2的一部分会穿过第二支撑架

2B而设置在支撑结构2的内部且电性连接至电路基板3。

[0030] 再者，配合图2、图5以及图7所示，感测模块4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内且电性连接

于电路基板3，并且弹性组件5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内且接触感测模块4。更进一步来说，感

测模块4包括一承载基板41以及一力量传感器42。承载基板41电性连接于电路基板3，并且

力量传感器42设置在承载基板41上且电性连接于承载基板41。另外，弹性组件5包括一接触

感测模块4的可挠性支架51以及一设置在可挠性支架51与感测模块4之间的可挠性组件52，

并且可挠性支架51具有一接触部511、一围绕部512以及一围绕空间513。

[0031] 综上所述，接触部511能接触力量传感器42的一感测区域421，围绕部512能通过多

个连接肋5111以围绕地连接于接触部511且顶抵承载基板41，并且围绕空间513围绕地形成

在接触部511与围绕部512之间。另外，可挠性组件52会套设在围绕部512上且容置在围绕空

间513内，并且可挠性组件52的一末端部会顶抵力量传感器42的一非感测区域422或者顶抵

承载基板41。目前图2是以“可挠性组件52的末端部顶抵力量传感器42的非感测区域422”为

例子来作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此。

[0032] 另外，配合图2、图5以及图7所示，顶抵组件6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内且顶抵可挠

性支架51。更进一步来说，顶抵组件6包括一笔芯支架61、一限位轴套62以及一弹性环63。笔

芯支架61顶抵可挠性支架51，限位轴套62套设在笔芯支架61上且被支撑结构2所定位，并且

弹性环63套设在笔芯支架61上且紧靠于支撑结构2。此外，笔芯支架61的外表面具有一围绕

状凸体614以及一围绕状凹槽615，并且弹性环63设置在围绕状凹槽615内且紧靠在围绕状

凸体614的一第一围绕侧表面6141与支撑结构2的内表面2001之间。举例来说，弹性环63可

以是O型环。

[0033] 综上所述，笔芯支架61具有一主体部611、至少两个延伸部612以及一容置空间

613。主体部611顶抵可挠性支架51，至少两个延伸部612彼此分离且从主体部611延伸而出，

并且容置空间613位于至少两个延伸部612之间，以用于部分地容纳笔头结构7。另外，限位

轴套62具有一轴套部621以及一限位部622。轴套部621套设在至少两个延伸部612上且紧靠

在笔芯支架61与支撑结构2之间，并且限位部622围绕地设置在轴套部621上且定位在支撑

结构2的一内围绕凹槽2002内。

[0034] 再者，配合图1至图3所示，笔头结构7的一部分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的内部以顶

抵顶抵组件6，并且笔头结构7的另一部分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1的外部。更进一步来说，笔

头结构7具有一笔芯71以及一笔芯帽盖72。笔芯71的内藏部被容纳在笔芯支架61的容置空

间613内，并且笔芯71的外露部被笔芯帽盖72所覆盖。另外，供电组件8设置在笔形壳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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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且电性连接于电路基板3，并且在笔身11与笔帽12之间还设置有一电性连接于电路基板

3的充电模块S3。举例来说，供电组件8可以是一储电组件，例如充电式蓄电池。

[0035] 借此，如图2所示，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5以及感测模块4四者会依序紧

靠，以使得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5以及感测模块4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

隙。也就是说，笔头结构7与顶抵组件6会彼此紧靠，而使得笔头结构7与顶抵组件6之间不会

产生组装间隙。顶抵组件6与弹性组件5会彼此紧靠，而使得顶抵组件6与弹性组件5之间不

会产生组装间隙。弹性组件5与感测模块4会彼此紧靠，而使得弹性组件5与感测模块4之间

不会产生组装间隙。因此，由于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5以及感测模块4在轴向是

以无间隙的方式相互紧靠配合，所以本发明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能够提供给使用者“轴向

无间隙感”的书写感受。

[0036]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轴套部621套设在至少两个延伸部612上且紧靠在笔芯支架61

与支撑结构2之间，并且限位部622围绕地设置在轴套部621上且定位在支撑结构2的内围绕

凹槽2002内，所以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以及支撑结构2在径向是以无间隙的方式相互紧靠

配合，所以本发明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能够提供给使用者“径向无晃动感”的书写感受。

[0037] 请参阅图9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P(例如智能型手机或者平

板计算机)，并且可携式电子装置P使用一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如图1所示)，以进行指令或

者信息的输入。因此，本发明可以直接通过感测模块4来判断用户在使用主动式电容触控笔

Z时，所施加在可携式电子装置P的触控面板上的书写力道(压力大小)为何，并且能够将所

施加在可携式电子装置P的触控面板上的不同压力所产生的不同粗细线条呈现在可携式电

子装置P的触控面板上。

[0038] 实施例的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技术方案所提供的一种可携式电子装置P及其主

动式电容触控笔Z，其能通过“弹性组件5包括一接触感测模块4的可挠性支架51以及一设置

在可挠性支架51与感测模块4之间的可挠性组件52”以及“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

5以及感测模块4依序紧靠”的技术特征，以使得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5以及感测

模块4之中的任意两者之间无组装间隙。因此，由于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弹性组件5以及

感测模块4在轴向是以无间隙的方式相互紧靠配合，所以本发明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能够

提供给使用者“轴向无间隙感”的书写感受。

[0040] 另外，由于笔头结构7、顶抵组件6以及支撑结构2在径向是以无间隙的方式相互紧

靠配合，所以本发明的主动式电容触控笔Z能够提供给使用者“径向无晃动感”的书写感受。

[0041] 以上所公开的内容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可行实施例，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书的保护范围，所以凡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做的等效技术变化，均包含于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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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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