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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

笔，该签字笔包括笔杆、笔尖和笔帽。所述笔杆的

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中空，所述笔杆的一端设

置笔杆磁铁，另一端设置笔杆开口。所述笔尖的

材料为可被磁铁吸附的金属，所述笔尖与所述笔

杆开口连接。所述笔帽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

中空，所述笔帽的一端设置有可套接于所述笔尖

的笔帽开口，另一端设置有笔帽磁铁，且通过所

述笔帽磁铁可将所述笔帽吸附于所述笔尖或者

所述笔杆磁铁上。在使用时，使用者可将所述笔

帽取下吸附于所述笔杆磁铁周围，防止所述笔帽

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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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包括：

笔杆，所述笔杆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中空，所述笔杆的一端设置笔杆磁铁，另一端

设置笔杆开口；

笔尖，所述笔尖的材料为可被磁铁吸附的金属，所述笔尖与所述笔杆开口连接；

笔帽，所述笔帽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中空，所述笔帽的一端设置有可套接于所述

笔尖的笔帽开口，另一端设置有笔帽磁铁，且通过所述笔帽磁铁可将所述笔帽吸附于所述

笔尖或者所述笔杆磁铁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的开口处设置有

多个凸块，所述笔帽开口处设置有与所述多个凸块相匹配的多个凹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内部的容置

空间为圆柱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与所述笔尖的连

接方式为螺纹连接或卡扣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和所述笔帽材质

为铝合金。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与所述笔帽的外

径相同。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杆磁铁朝向所述笔

杆开口的磁极与所述笔帽磁铁朝向所述笔帽开口的磁极相反。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帽磁铁为一内部中

空的圆柱形，其内部中空位置可以容置所述笔尖的尖端。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其特征在于，所述笔尖的中部设置有一

定位环，所述笔尖与所述笔杆相连接时，所述定位环抵靠于所述笔杆开口。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2666988 U

2



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签字笔，尤其是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

背景技术

[0002] 工作中随处可见的签字笔通常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按压式，通过按压尾部伸出

或收回笔芯；一种是笔帽式，通过拔掉笔帽露出笔芯。笔帽式签字笔的笔芯被笔帽包覆，可

以起到保护笔芯的作用。

[0003] 一般的笔帽式签字笔为细长的圆柱状，且在使用时需要拔下笔帽。由于笔帽和笔

杆通常为过盈配合或卡槽连接，所以在反复多次插拔后，笔帽会容易从笔杆上松脱，使笔尖

暴露在外面，降低使用寿命；进一步地，拔下笔帽后，笔杆放在桌子上也容易滚动掉落，笔帽

也存在易丢失的问题。

[0004] 所以，需要一种签字笔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了一种具有吸附

功能的签字笔。所述签字笔的笔帽可吸附于所述签字笔的笔尖上，防止笔帽从笔杆上脱落，

同时笔杆可以将笔帽吸附，防止笔帽丢失。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涉及到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包括：

[0007] 笔杆，所述笔杆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中空，所述笔杆的一端设置笔杆磁铁，另

一端设置笔杆开口；

[0008] 笔尖，所述笔尖的材料为可被磁铁吸附的金属，所述笔尖与所述笔杆开口连接；

[0009] 笔帽，所述笔帽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内部中空，所述笔帽的一端设置有可套接于

所述笔尖的笔帽开口，另一端设置有笔帽磁铁，且通过所述笔帽磁铁可将所述笔帽吸附于

所述笔尖或者所述笔杆磁铁上。

[0010] 进一步，所述笔杆的开口处设置有多个凸块，所述笔帽开口处设置有与所述多个

凸块相匹配的多个凹槽。

[0011] 优选地，所述笔杆内部的容置空间为圆柱形。

[0012] 进一步，所述笔杆与所述笔尖的连接方式为螺纹连接或卡扣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笔尖的材质为铁、钴、镍中的一种或多种，或包含铁、钴、镍中一种或

多种的合金。

[0014] 进一步，所述笔杆和所述笔帽材质为铝合金。

[0015] 进一步，所述笔杆与所述笔帽的外径相同。

[0016] 进一步，所述笔杆磁铁朝向所述笔杆开口的磁性和所述笔帽磁铁朝向所述笔帽开

口的磁性相反。

[0017] 进一步，所述笔帽磁铁为一内部中空的圆柱形，其内部中空位置可以容置所述笔

尖的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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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更进一步，所述笔尖的中部设置有一定位环，所述笔尖与所述笔杆相连接时，所述

定位环抵靠于所述笔杆开口。

[0019] 本实用新型的优势在于以下几点：

[0020] (1)盖上笔帽时，笔帽通过磁铁吸附在所述笔尖上，可以防止笔帽由于反复拔插而

造成的松脱；取下笔帽时，可将笔帽吸附于笔杆磁铁上，防止笔帽丢失。

[0021] (2)盖上笔帽时，所述笔杆上的凸块嵌入所述笔帽上的凹槽，可以防止所述笔帽围

绕笔尖做轴向运动，起到卡固笔帽的作用。

[0022] (3)三角形笔杆提供了三个平面，可以为吸附笔尖提供稳固的吸附平面，防止拆下

笔尖更换笔芯时，笔尖丢失；同时三角形的笔杆也有助于矫正握笔姿势。

[0023] (4)本实用新型中的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在不使用时，可以通过笔杆磁铁及笔

帽磁铁，将签字笔本体吸附在金属架上(如金属书立，金属文件筐等)，从而节约空间。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的立体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中各部件的分解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的侧视图。

[0027]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中笔帽的侧视图。

[0028]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中笔杆的侧视图。

[0029]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盖上笔帽时的剖视图。

[0030]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可选实施例拔下笔帽时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配合图式及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为达成预定实

用新型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

[0032]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具有吸附功能的签字笔，如图1所示，签字笔包括笔杆1、笔

帽2和笔尖3。笔尖3的一端与笔杆1的一端可拆卸的连接，笔帽2从笔尖3远离笔杆1的一端可

插拔的套装于笔尖3上。

[0033] 如图2及图5所示，笔杆1的横截面为三角形，内部中空，设置有圆柱形的容置空间。

笔杆1一端为封闭端，另一端设置有笔杆开口。笔杆1包括笔杆磁铁11、多个凸块12，笔杆磁

铁11为圆柱形，设置于笔杆1的封闭端的容置空间内。优选地，凸块12为月牙状，设置于笔杆

开口的端面上。优选地，笔杆的材质为铝合金，较于塑料材质的笔杆，铝合金材质的笔杆更

为轻便，外形更为美观。

[0034] 如图2所示，笔尖3可拆卸的安装于笔杆的开口处，笔尖3与笔杆1的连接方式为螺

纹连接或卡扣连接，优选为螺纹连接。笔尖3的中部设置有定位环，在笔尖与笔杆相互连接

的状态下，定位环贴靠与笔杆开口，防止笔尖安装过深。笔尖3的材质为铁、钴、镍中的一种

或几种，或为包含铁、钴、镍中一种或几种的合金，使得笔尖3可以被磁铁吸附。

[0035] 如图2、图3和图4所示，笔帽2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且笔帽2的外径与笔杆1相同。笔

帽2的一端为封闭端，另一端设置有笔帽开口，且笔帽2内部中空，设置有圆柱形的容置空

间。笔帽2包括笔帽磁铁21、多个凹槽22。笔帽磁铁21为圆柱形，设置于笔帽2的封闭端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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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置空间内。优选地，为一内部笔帽磁铁2为一内部中空的圆柱形，其内部中空位置可以

容置笔尖的尖端，如图6所示。凹槽22设置于笔帽开口的端面上。如图6所示，在笔帽2套在笔

尖3上时，笔帽2会通过笔帽磁铁21吸附笔尖3，达到固定笔帽2的目的。同时，笔杆1上的凸块

12会嵌入笔帽2上的凹槽22中，防止笔帽2围绕笔尖做轴向运动。优选地，笔帽2的材质与笔

杆1的材质相同，为铝合金，使整个签字笔材质相同，外形美观。

[0036] 对于笔杆磁铁和笔帽磁铁21其放置方式不做限制。其中，优选地，笔杆磁铁11朝向

笔杆开口的磁极与笔帽磁铁21朝向笔帽开口的磁极相反，可以使笔帽2的封闭端的端面吸

附于笔杆1的封闭端的端面，如图7所示，造型更为美观。

[0037]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由于笔杆1的封闭端设置有笔杆磁铁11，笔帽2的封闭端设

置有笔帽磁铁21，所以在拔下笔帽2时，可将笔帽2吸附于笔杆1的封闭端，如图7所示，防止

笔帽2丢失。由于笔尖3的材质可以吸附于磁铁，所以在非使用状态下，可将笔帽2套装于笔

尖1上，通过上述笔帽2与笔尖3的套接关系卡固笔帽2。通过此种方式，可以避免笔帽2由于

反复插拔而造成的松脱。

[0038] 在本实用新型中，笔杆1的横截面设计为三角形，提供了三个平面，平面有利于笔

杆1发挥吸附作用，同时也可以矫正使用者的握笔姿势。在更换笔芯时，可将笔尖3拆下吸附

于笔杆1上，防止笔尖3丢失。同时，笔杆1还可以吸附临时拆下的金属办公用品，如曲别针

等。更进一步，在不使用时，本实用新型中的签字笔还可以通过笔杆磁铁11及笔帽磁铁21，

吸附于金属的办公用品如书立或文件筐上，节省办公空间。

[0039] 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做任何形式上的限

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优选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

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

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

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

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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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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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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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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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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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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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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