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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

流水线，包括基座、旋转置料台、入料结构、验光

结构、标记结构以及收料结构；通过光学感应的

原理对隐形眼镜的参数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分

析结果进行量化最后得到每个隐形眼镜的参数，

这样就可以对隐形眼镜的参数进行采样，有利于

对隐形眼镜的分类，其次结合大数据对产品进行

打印标记，起到一个筛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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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包括基座、旋转置料台、入料结构、验光结构、

标记结构以及收料结构；

所述旋转置料台设置有若干置料槽以及旋转驱动件，所述置料槽用于放置眼镜封装

件，所述眼镜封装件内部形成封装腔，所述封装腔内放置有隐形眼镜片，所述旋转驱动件用

于带动所述旋转置料台转动以使每一置料槽依次经过所述入料结构、验光结构、标记结构

以及收料结构；

所述入料结构包括入料驱动件以及入料轨道，所述入料驱动件用于将所述眼镜封装件

送入所述入料轨道，所述眼镜封装件沿所述入料轨道落入所述置料槽；

所述验光结构包括上封光架以及下封光座，所述上封光架上设置有上封光件以及封光

驱动件，所述封光驱动件用于带动上封光件动作以压紧或放松所述眼镜封装件至所述下封

光座，所述眼镜封装件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上对位结构以及下对位结构；所述上封光架上还

设置有供光结构，所述供光结构包括供光射灯以及供光探头，所述供光射灯用以提供预设

的收束光源并通过供光结构中预设的第一光路从所述供光探头输出；所述下封光座上设置

有集光结构，所述集光结构包括集光探头以及集光板，所述集光探头用于接收光源并将所

述光源通过所述集光结构中预设的第三光路送至所述集光板，所述集光板根据光线的分布

以及光照强度输出集光照射信息；当所述眼镜封装件被压紧于所述下封光座时，所述封装

腔内部形成有第二光路，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入端由所述供光探头和所述上对位结构配合形

成，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出端由所述集光探头和所述下对位结构配合形成；

所述标记结构配置有标记生成器以及标记器，所述标记生成器配置有标记表，所述标

记表存储有若干相互关联的集光照射信息以及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当所述验光结构输出

一集光照射信息时，根据所述标记表获取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并根据镜片特征信息生成

对应的标记编码，所述标记器将所述标记编码打印至对应的眼镜封装件上；

所述收料结构包括收料轨道，当所述置料槽经过所述收料轨道上时，所述收料轨道接

收所述置料槽上的眼镜封装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标记编

码设置为二维图形码，扫描所述二维图形码可以获取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上对位

结构还包括封压层，当所述供光探头和上对位结构配合时，挤压所述封压层以减小所述封

装腔内的空间以使所述封装腔内部的隐形眼镜片在剂压力冲击下平置。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封装腔

内填充有氯化钠溶液。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制

器，所述控制器配置有触发策略，所述触发策略包括在所述集光板的中心配置一触发照度

传感器，所述触发照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其所在的位置的光照强度，当所述触发照度传感器

反馈的光照强度超过触发照度阈值时，输出触发信息，所述控制器根据所述触发信息接收

此时的集光照射信息。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发照

度阈值与所述收束光源的光照强度成正比。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所述供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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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包括供光管，所述供光探头设置于所述供光管上，所述供光管内部形成所述第一光路，所

述供光管和所述供光探头通过卡接固定。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供光

调节结构，所述供光调节结构设置有若干供光管，所述供光管内部设置不同调光镜以使供

光管内部的第一光路不同，所述供光调节结构设置有机械抓手，并通过所述机械抓手从所

述上封光架上更换供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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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隐形眼镜生产或加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隐形眼镜大数

据管理筛分流水线。

背景技术

[0002] 隐形眼镜(contact  lens)，也叫角膜接触镜，是一种戴在眼球角膜上，用以矫正视

力或保护眼睛的镜片。根据材料的软硬它包括硬性、半硬性、软性三种。隐形眼镜不仅从外

观上和方便性方面给近视、远视、散光等屈光不正患者带来了很大的改善。而且视野宽阔、

视物逼真，此外在控制青少年近视、散光发展，治疗特殊的眼病等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功

效。医院专家提醒佩戴隐形眼镜需要到正规医院或者配镜机构做详细的检查，选择适合自

己佩戴的隐形眼镜，并注意眼部卫生，避免引起其他眼部症状，如果佩戴后发现不适，及时

到医院做检查。硅水凝胶、水合聚合物(甲基丙烯酸甲脂、甲基丙烯酸羟乙酯、甲基丙烯酸甘

油脂等)。

[0003] 而对隐形眼镜的参数进行检测，目前都是通过人工记录的方式，无法对隐形眼镜

进行检测，从而就无法对隐形眼镜进行统一有效的管理。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以解决上述

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

水线，包括基座、旋转置料台、入料结构、验光结构、标记结构以及收料结构；

[0006] 所述旋转置料台设置有若干置料槽以及旋转驱动件，所述置料槽用于放置眼镜封

装件，所述眼镜封装件内部形成封装腔，所述封装腔内放置有隐形眼镜片，所述旋转驱动件

用于带动所述旋转置料台转动以使每一置料槽依次经过所述入料结构、验光结构、标记结

构以及收料结构；

[0007] 所述入料结构包括入料驱动件以及入料轨道，所述入料驱动件用于将所述眼镜封

装件送入所述入料轨道，所述眼镜封装件沿所述入料轨道落入所述置料槽；

[0008] 所述验光结构包括上封光架以及下封光座，所述上封光架上设置有上封光件以及

封光驱动件，所述封光驱动件用于带动上封光件动作以压紧或放松所述眼镜封装件至所述

下封光座，所述眼镜封装件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上对位结构以及下对位结构；所述上封光架

上还设置有供光结构，所述供光结构包括供光射灯以及供光探头，所述供光射灯用以提供

预设的收束光源并通过供光结构中预设的第一光路从所述供光探头输出；所述下封光座上

设置有集光结构，所述集光结构包括集光探头以及集光板，所述集光探头用于接收光源并

将所述光源通过所述集光结构中预设的第三光路送至所述集光板，所述集光板根据光线的

分布以及光照强度输出集光照射信息；当所述眼镜封装件被压紧于所述下封光座时，所述

封装腔内部形成有第二光路，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入端由所述供光探头和所述上对位结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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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形成，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出端由所述集光探头和所述下对位结构配合形成；

[0009] 所述标记结构配置有标记生成器以及标记器，所述标记生成器配置有标记表，所

述标记表存储有若干相互关联的集光照射信息以及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当所述验光结构

输出一集光照射信息时，根据所述标记表获取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并根据镜片特征信息

生成对应的标记编码，所述标记器将所述标记编码打印至对应的眼镜封装件上；

[0010] 所述收料结构包括收料轨道，当所述置料槽经过所述收料轨道上时，所述收料轨

道接收所述置料槽上的眼镜封装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标记编码设置为二维图形码，扫描所述二维图形码可以获取对应

的镜片特征信息。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上对位结构还包括封压层，当所述供光探头和上对位结构配合时，

挤压所述封压层以减小所述封装腔内的空间以使所述封装腔内部的隐形眼镜片在挤压力

冲击下平置。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封装腔内填充有氯化钠溶液。

[0014] 进一步地：还包括控制器，所述控制器配置有触发策略，所述触发策略包括在所述

集光板的中心配置一触发照度传感器，所述触发照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其所在的位置的光照

强度，当所述触发照度传感器反馈的光照强度超过触发照度阈值时，输出触发信息，所述控

制器根据所述触发信息接收此时的集光照射信息。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触发照度阈值与所述收束光源的光照强度成正比。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供光结构包括供光管，所述供光探头设置于所述供光管上，所述供

光管内部形成所述第一光路，所述供光管和所述供光探头通过卡接固定。

[0017] 进一步地：还包括供光调节结构，所述供光调节结构设置有若干供光管，所述供光

管内部设置不同调光镜以使供光管内部的第一光路不同，所述供光调节结构设置有机械抓

手，并通过所述机械抓手从所述上封光架上更换供光管。

[0018] 本发明技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通过这样设置，通过光学感应的原理对隐

形眼镜的参数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分析结果进行量化最后得到每个隐形眼镜的参数，这

样就可以对隐形眼镜的参数进行采样，有利于对隐形眼镜的分类，其次结合大数据对产品

进行打印标记，起到一个筛分效果。

附图说明

[0019] 图1：本发明的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本发明的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的图2中A部放大图；

[0021] 图3：本发明的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的眼镜封装件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本发明的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的验光结构原理图；

[0023] 图5：本发明系统架构拓扑图。

[0024] 附图标记：1、眼镜封装件；11、封装腔；12、上对位结构；13、下对位结构；2、控制器；

100、基座；200、旋转置料台；210、置料槽；220、旋转驱动件；300、验光结构；310、上封光架；

311、上封光件；312、封光驱动件；320、下封光座；321、集光探头；322、集光板；331、供光射

灯；332、供光探头；333、供光管；400、供光调节结构；410、机械抓手；500、入料结构；510、入

料驱动件；520、入料轨道；600、标记结构；610、标记生成器；  620、标记器；710、收料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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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述，以使本发明技术方案更

易于理解和掌握。

[0026] 参照图1所示，一种隐形眼镜大数据管理筛分流水线，包括基座100、旋转置料台

200、入料结构500、验光结构300、标记结构600以及收料结构；首先按照功能原理对整个隐

形眼镜流水线进行详述。

[0027] 所述旋转置料台200设置有若干置料槽210以及旋转驱动件220，所述置料槽210用

于放置眼镜封装件1，所述眼镜封装件1内部形成封装腔11，所述封装腔11内放置有隐形眼

镜片，所述旋转驱动件220用于带动所述旋转置料台200转动以使每一置料槽210依次经过

所述入料结构500、验光结构300、标记结构600以及收料结构；首先旋转置料台200如图1所

示，每个置料槽  210都是通过两个夹块配合形成，而整个眼镜封装件1的高度是大于置料槽 

210的，所以这样就可以方便后续操作以及对眼镜封装件1的带动。

[0028] 所述入料结构500包括入料驱动件510以及入料轨道520，所述入料驱动件510用于

将所述眼镜封装件1送入所述入料轨道520，所述眼镜封装件1沿所述入料轨道520落入所述

置料槽210；入料轨道520较为简单，由于眼镜封装件1为柱状体，所以通过入料振筛机就可

以实现入料，而通过轨道将眼镜封装件1送到置料槽210中，就可以起到一个固定的效果，实

现入料。

[0029] 所述验光结构300包括上封光架310以及下封光座320，所述上封光架  310上设置

有上封光件311以及封光驱动件312，所述封光驱动件312用于带动上封光件311动作以压紧

或放松所述眼镜封装件1至所述下封光座320，所述眼镜封装件1的两端分别设置有上对位

结构12以及下对位结构13；所述上封光架310上还设置有供光结构，所述供光结构包括供光

射灯331以及供光探头332，所述供光射灯331用以提供预设的收束光源并通过供光结构中

预设的第一光路从所述供光探头332输出；所述下封光座320上设置有集光结构，所述集光

结构包括集光探头321以及集光板322，所述集光探头321用于接收光源并将所述光源通过

所述集光结构中预设的第三光路送至所述集光板322，所述集光板322根据光线的分布以及

光照强度输出集光照射信息；当所述眼镜封装件1被压紧于所述下封光座320时，所述封装

腔11内部形成有第二光路，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入端由所述供光探头332和所述上对位结构

12配合形成，所述第二光路的输出端由所述集光探头321和所述下对位结构13配合形成；验

光结构300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为核心的设计点，首先验光结构300是通过两个部分构成，一

个是上部的破壁结构，如图2所示，上封光件311在封光驱动件312的带动下向下移动，然后

就可以和眼镜封装件1配合，在封光腔内部投射光源，光源在隐形眼镜折射条件下，在打在

下封光座320上，根据下封光座  320上集光板322的光源分布，就可以起到一个对隐形眼镜

参数进行提取，而特别适用于对隐形眼镜进行回收再进行后续应用，而这样一来可以以最

经济有效的条件进行对隐形眼镜参数的调取，而这样就可以进行分类和回收。所述上对位

结构12还包括封压层，当所述供光探头332和上对位结构12配合时，挤压所述封压层以减小

所述封装腔11内的空间以使所述封装腔11内部的隐形眼镜片在挤压力冲击下平置。这样一

来，可以保证检测时隐形眼镜是平置的，提高检测效果。所述封装腔11内填充有氯化钠溶

液。所述控制器2配置有触发策略，所述触发策略包括在所述集光板322的中心配置一触发

照度传感器，所述触发照度传感器用于检测其所在的位置的光照强度，当所述触发照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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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反馈的光照强度超过触发照度阈值时，输出触发信息，所述控制器2根据所述触发信息

接收此时的集光照射信息。首先只有隐形眼镜平置时，触发照度传感器反馈的光照强度才

能超过触发照度阈值，而通过判断这个条件，就可以实现保证集光照射信息是在平置时获

取的，提高精确性。而需要说明的是眼镜封装件1的上端和下端均设置为透明材质，且具有

透光性，具体可以设置为透明塑料，且表面光滑。

[0030] 所述标记结构600配置有标记生成器610以及标记器620，所述标记生成器610配置

有标记表，所述标记表存储有若干相互关联的集光照射信息以及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当

所述验光结构300输出一集光照射信息时，根据所述标记表获取对应的镜片特征信息，并根

据镜片特征信息生成对应的标记编码，所述标记器620将所述标记编码打印至对应的眼镜

封装件1上；所述标记编码设置为二维图形码，扫描所述二维图形码可以获取对应的镜片特

征信息。首先对标记表进行详述，标记表可以是预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记录和存储，然后就

可以根据集光照射信息找到对应的隐形眼镜进行参数分析，而后对就可以将镜片特征信息

打印在眼镜封装件1上，这样就可以对眼镜封装件1进行管理，而具体可以通过激光图形打

印的方式进行对标记编码打印。

[0031] 所述收料结构包括收料轨道710，当所述置料槽210经过所述收料轨道  710上时，

所述收料轨道710接收所述置料槽210上的眼镜封装件1。首先收料轨道710是通过一个入弯

导向结构，在旋转架的带动下就可以进行收料，较为简单便利。

[0032] 所述供光结构包括供光管333，所述供光探头332设置于所述供光管333  上，所述

供光管333内部形成所述第一光路，所述供光管333和所述供光探头  332通过卡接固定。还

包括供光调节结构400，所述供光调节结构400设置有若干供光管333，所述供光管333内部

设置不同调光镜以使供光管333内部的第一光路不同，所述供光调节结构400设置有机械抓

手410，并通过所述机械抓手410从所述上封光架310上更换供光管333。所述触发照度阈值

与所述收束光源的光照强度成正比。首先供光结构是通过供光管333而供光管333的棱镜设

置不同所以设置的第一光路构成不同，而通过机械抓手410就可以对供光管333进行拆换，

较为简单便利，保证检测效果。

[0033] 当然，以上只是本发明的典型实例，除此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它多种具体实施

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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