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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神眼鏡 包括有前框 ( 1) 、鏡片 (2) 、左鏡胭 ( 3) 和右備腿 (4) , 前 (D 是一金屈管，其兩

側端部 CIl ) 分別勻左鏡腿 (3) 、右鏡腿 (4) 達接，左鏡腿 (3) 末端鼓起亮休 (31) 內安裝有充咆咄池、

USB 接口 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 (41) 內安裝有 3 控制茁片、囚存茁片 井且兩鏡胭末端向后芎曲
以便勻耳朵背及共側部貼合。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眼鏡。

背景技木

目前，高科技迅速友展的杜舍里，市切上出現了具有 P3 功能的眼鏡，里滿足人們收折、

欣黃音示的需要，但迭些都是將眼鏡左、右兩鏡腿前端鼓起亮休增大，非將 P3 音斥播放器

的元器件、零配件安裝在前端鼓起亮休內，而且前框力安裝住達接 P3 音牙播放器的昱域也
增大其休秧，佩戴迭些眼鏡吋，佩戴者鼻梁承受了大部分 P3 音牙播放器的重量和增大休秧

后的重量，造成很大匝力，十分疲累、不舒服，校肘同佩戴甚至合出現疼痛，而且迭些眼鏡

前框一般都采用硬旗塑料制做，容易損杯、折斷。如何合理地將 P 3 音牙播放器投在眼鏡上，

如何解決血重等何題已成力新投汁、新升岌的研究深題。

友明內容

本岌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神眼鏡。

本友明的目的是通迂以下技木方案末突現的

一神眼鏡，包括有前框、鏡片、鏡腿，所迷前框是金厲管，其兩側端部勻所迷鏡腿達接，

所迷鏡片固定在所迷金厲管上，所迷鏡腿末端逐投有音頻裝置

所迷前框是不銹例管

所述眼鏡逐投有一遵接裝置，所迷達接裝置包括有端部及向下升叉延伸形成左、右尾腳，

所述端部內側逐投有升口凹槽，所述升口凹槽卡在所迷前框中間的鼻梁棒上，所迷左、右尾

腳以螺釘及其背面投有的銷柱固定住所迷鏡片

所迷升口凹槽的周圃逐投有至少兩介凹位，所迷鼻梁稀的外側迂沒有勻所迷凹位咐匝的

凸抉

所述鏡腿末端胚達接有耳杭及固定所迷耳杭的達接杆，所述耳杭以耳棚錢勻所迷音頻裝

置達接，所述遵接杆一端勻所迷鏡腿達接，另一端朝眼鏡前方延伸，插入所述耳析柄部所校

有的長孔里

所迷鏡腿包括有左鏡腿、右鏡腿，所述左鏡腿末端、所迷右鏡腿末端均投有鼓起亮休，

所迷鼓起亮休由底座、恙坦成，井以螺打固定，其內沒有所述音頻裝置，所迷金厲管內江投

有達接所迷音頻裝置的早域

所迷音頻裝置至少是音床播放器、盔牙裝置、收音裝置中的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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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迷音頻裝置是 P 3 音斥播放器，所迷左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以屯路板安裝有充屯咀池、

用作佳輸文件數掘及充塢的接口，所迷右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以屯路板安裝有 P 控制茁片、

凶存茁片

所迷前框勻所迷鏡片之回逐投有眉須，所迷眉須包括有支架、眉須套，所迷支架固定在

所迷鏡片背后的所述遵接裝置兩側，所述眉須套以其校有的弋孔套在所述支架上

所迷支架是尼戈荼或鋼竺，并占所迷達接裝置一休制做，所述眉須套由岌泡 材料做成

所述鏡腿是金厲管。

本岌明的仇貞在于 核眼鏡前框是一金厲管，其左右兩端分別勻左鏡腿、右鏡腿達接，

左鏡腿末端內、右鏡腿末端內分別以咄路板安裝有 P3 音斥播放器元器件，而金厲管前框內

及左、右鏡腿內側胚投有遵接所投 MP 3 音斥播放器元器件的旱錶，迭梓，前框重量更鞋，也

不易被芎曲、交形，甚至被折斷，而且 P3 音示播放器的元器件、零部件以重量柚肘均衡的

方式分別安裝于左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右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 P 3 音斥播放器的重量被

耳朵軟骨承受故不余肘佩戴者鼻梁造成庄力或損仿，佩戴舒服，加上兩鏡腿末端根据人的耳

朵形狀投汁成分別勻耳朵背及共側部貼合的符合人休工學的向下芎曲狀，扣在耳朵后面，佩

戴起來更加舒服。左、右鏡腿末端外側逐均投有達接杆，達接杆一端勻左 右鏡腿達接，另一
端則朝眼鏡前方延伸，不使用耳肌吋，把耳棚順看左 右鏡腿往后移劫，非將其投有的校孔套

在達接杆上，即得固定，操作筒革、方便。本友明逐投有一以螺釘及銷柱固定住鏡片的達接

裝置，其以端部內側投有的升口凹槽卡住鼻梁稀，拆裝方便，往下特功達接裝置，鏡片向下

翻特，她于可遮揩阻光的使用狀悉，向上特劫達接裝置，鏡片向上翻升，使得佩戴者在不使

用鏡片遮措陌光肘，元需把整副眼鏡摘下，仍能欣賞音示，而且鏡片占前框之間的隙縫中胚

沒有眉須，太陌光錢即不能直接伙隙縫射入眼睛里，遮光效果更好，翻下鏡片吋，眉須胚起

緩沖作用，防止鏡片勻前框岌生碰撞，免受損杯。

附團稅明

囤 1 是本岌明所述眼鏡宴施例一的結枸示意團。

團 a 是本友明所迷眼鏡宴施例一的左鏡腿末端錯枸示意圍。

圈 b 是本友明所迷眼鏡宴施例一的右鏡腿末端錯枸示意團。

圈 2 是本友明所迷眼鏡安施例一分解錯枸示意團。

團 3 是本岌明所迷眼鏡宴施例二的所迷升口凹槽勻所述鼻梁析肘接前的分解狀悉剖初緒

枸示意團。

團 4 是本岌明所迷眼鏡宴施例二的拮枸示意團。

圈 5 是本岌明所述眼鏡宴施例二的局部錯枸示意團。



具休宴施方式

現在拮合附圈及具休宴施例肘本岌明作迸一步的描迷。

如囤 1所示，本岌明安施例一所述眼鏡是二太陌眼鏡，包括前框 1、鏡片 2、鏡腿 包括

有左鏡腿 3 及右鏡腿 4 ，前框 1 是一金厲管 不銹例管 ，不易被芎曲、交形，甚至被折

5 斷，其兩側端部 分別巧左鏡腿 3、右鏡腿 4 較縫遵接，核眼鏡逐沒有一固定住鏡片 2 的達

接裝置 5，達接裝置 5 卡在前框 鼻梁梳上。左鏡腿 3 末端、右鏡腿 4 末端分別投有向外漱

的鼓起亮休內 3 、鼓起亮休內 4 ，核鼓起亮休 3 、4 內分別投有 P 3 音示播放器，包括

有 P3 控制茁片、因存茁片、咀池、屯路板及相芙元器件、零部件，其工作原理勻現有的 MP3

音示播放器相同，不再佯細描迷。金厲管 即前框 1 內及左鏡腿 3 內、右鏡腿 4 內逐投有

0 早接兩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所投 P 3 音斥播放器的早錢 圈中末表示出來 ，左境腿 3 末端、

右鏡腿 4 末端近以卷饒可伸縮的耳帆錢 達接有耳杭 6。迭梓，佩戴本岌明眼鏡即可收折、

欣賞音示，而且 P 音斥播放器的元器件、零部件分別安裝于左鏡腿 3 末端鼓起亮休 3 1 內、

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 41 內， P3 音斥播放器的重量被耳朵軟骨承受故不全肘佩戴者鼻梁造

成底力或損仿，佩戴舒服。鏡腿末端外側迂均投有遵接杆 7，達接杆 7 一端勻鏡腿遵接，另

一端則朝眼鏡前方 即鏡腿前端 延伸，不使用耳杭 6 吋，把耳杭 6 順看鏡腿往后移功，并格

其柄部投有的仗孔套在遵接杆 7 上，即得固定，操作筒草、方便。

如團 、團 所示，本岌明宴施例一的所迷左鏡腿 3 末端鼓起亮休 3 1 由底座 3 、蓋

組成，所迷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 4 由底座 4 、蓋 4 組成，并均以螺釘固定，底座

、底座 4 1 逐分別占左鏡腿 3 其它部分、左鏡腿 4 其它部分遵成一休。左鏡腿 3 末端鼓起

亮休 3 內以砲路板安裝有充曲屯池 32、用作佳輸文件數掘及充唱的 U B 接口 團中末表示

出來 ，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 4 內校有主、副兩塢路板，井以尋通柱達接，其中主屯路板

上焊接有 P3 控制茁片 42、因存茁片 43，副屯路板 47 F焊接有 LE 汀 44 LE 叮 44 上

方逐投有一伸出鼓起亮休 4 外的尋光柱 45。連接丙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沒 P3 音示播放器

的早緘 8 伸入鼓起亮休 1 和鼓起亮休 4 內，非勻冉路板達接，耳杭哉 6 1 也伸入鼓起亮休

? 和鼓起亮休 4 內勻屯路板遵接。迭梓， P 3 音牙播放器的元器件、零部件以重量相肘均

衡的方式分別安裝于左鏡腿 3 末端鼓起亮休 3 內、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 4 內，佩戴者兩

耳朵受力相肘一致，佩戴更舒服。

如團 9 所示，本岌明突施例一所迷眼鏡前框 中回鼻梁梳 12 她比眉梁架 3 細小，其下

方投有由鼻架 4 及鼻墊 坦成的鼻托，鼻架 4 可勻前框 1 休制做，鼻墊 5 可拆卸地套

0 在鼻架 4 F。遵接裝置 5 包括有端部 及向下升叉延伸形成左、右兩尾腳 52，左、右尾腳

通泣螺釘 4 及其背面沒有的銷柱 55 固定住鏡片 幻 其端部 5 內側迂波有丐鼻梁稀 1

造配的升口凹槽 53，將升口凹槽 3 肘看鼻梁析 2 定位，再用力匝下，則升口凹槽 53 卡住

鼻梁析 ，連接裝置 即達接在鼻梁析 上，拆裝方便，往下特劫達接裝置 5，鏡片 2 向下



翻特，她于可遮揩陌光的使用狀悉，向上特勒遵接裝置 5，鏡片 2 向上翻升，使得佩戴者在

不使用鏡片 2 遮揩陌光吋 伙戶外迸入室內，或在戶外步行肘迸入村萌地帶 ，元需把整副

眼鏡摘下而仍能欣賞音斥，而且左、右鏡腿末端根据人的耳朵形狀投汁成分別勻耳朵背及共側

部貼合的符合人休工擎的向下弩曲狀，扣在耳朵后面，使得佩戴起宋更加舒服。右鏡腿 4 上

迂投有用以完成播放 停止音牙、增大 減小音量等功能的控制按鍵 48

舀然，所述鏡腿也可以是金厲管，迭梓，眼鏡更耐用，看命更咬。所述左鏡腿 3 末端鼓

起亮休內、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內沒有的迂可以投有盔牙裝置、收音裝置等音頻裝置，所

迷控制按鍵 48 迂可投在所迷左鏡腿 3 .
如團 3 所示，前框 鼻梁稀 2 是一圓管，其內沒有早錶 8，外側逐投有一凸抉 2 ，而

達接裝置 5 端部 5 1 的升口凹槽 53 周圃 即槽壁 則投有三介 或二介，或多介 凹位 3 1

舀升口凹槽 53 勻鼻梁析 12 肘接達接后，特功一下達接裝置 5，可傻凸抉 121 肘接位于不同

位置的凹位 53 ，如此，遵接裝置 5 可特至一定角度后保持，以使眼鏡造座不同杯境，比如

稅，特至一定餚度后仍能遮揩陌光，而部分光錢則不被鏡片 2 揩住。

如團 4 所示，本宴施例所迷眼鏡的拮枸勻前一雯施便基本相同，包括有前框 、鏡片 2、

左鏡腿 3 及右鏡腿 4，前框 也是一金厲管 不銹鋼管 ，其丙側端部 1 分別勻左鏡腿 3、

右鏡腿 4 絞縫達接，核眼鏡也迂投有一固定住鏡片 2 的達接裝置 5，達接裝置 5 卡在前框

鼻梁梳上。而左鏡腿 3 末端鼓起亮休內 3 1、右鏡腿 4 末端鼓起亮休內 41 同梓分別投有 P 3

音示播放器的元器件、零部件，也以耳析錢 6 遵接有耳帆 6，逐投有達接杆 7。其匡別仗在

于 鏡片 2 勻前框 之同的隙鍵里迂校有眉須 9，眉須 9 形狀大小勻隙縫相造配，基本呈三
角形 也可以是勻鏡片 2 和前框 之間隙縫大小相匝的其它形狀 ，迭梓，太陌光錢即不能伙

隙縫頁接射入眼睛里，眼鏡遮光效果更好，胚可防汗。

如團 5 所示，本岌明所迷眼鏡突施例的達接裝置 5 內側上方端部 5 胚沒有肘林的眉須 9，

包括有支架 9 1 和眉須套 92，支架 9 1 是一尼尤集或鋼竺，其一端勻達接裝置 5 可達接成一休

也可以螺盯或其它方式勻遵接裝置 5 達接固定，逐可固定在前框 1 ，并沿看鏡片 2 內側

端芎曲，呈圓弧形，眉須套 92 由岌泡 U材料做成，井以其所投仗? 2 1 套在支架 92

送梓，眉須 9 即跟隨看鏡片 2 翻特，舀使用鏡片 2 遮描陌光吋，翻下鏡片 2，眉須 9 汪起鍰

沖作用，防止鏡片 2 勻前框 1 岌生碰撞，免受損杯。



杖 利 要 求 弔

1．一神眼鏡，包括有前框、鏡片、鏡腿，其特征在于 所迷前框是金厲管，其兩側端部

勻所迷境腿遵接，所述鏡片固定在所述金厲管上，所迷鏡腿末端胚投有音頻裝置。

2．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前框是不銹鋼管。

3．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眼鏡速校有一達接裝置，所述遵接裝

置包括有端部及向下升叉延伸形成左、右尾腳，所述端部內側迂投有升口凹槽，所述升口凹

槽卡在所述前框中同的鼻梁析上，所述左、石尾腳以螺打及其背面校有的銷柱固定住所迷鏡

片。

4．根据杖利要求 3 所述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升口凹槽的周圃逐投有至少兩介凹位，

所迷鼻梁析的外側述投有勻所迷凹位肘匝的凸坎。

5．根掘杖利要求 3 所迷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鏡腿末端逐遵接有耳杭及固定所述耳

析的達接杆，所迷耳帆以耳杭域七所述音頻裝置達接，所迷達接杆一端勻所迷鏡腿達接，另

一端朝眼鏡前方延伸，插入所迷耳析柄部所投有的使孔里。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途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鏡腿包括有左鏡腿、右鏡腿，所迷左

鏡腿末端、所迷右鏡腿末端均投有鼓起亮休，所迷鼓起亮休由底座、蓋銅成，井以螺打固定，

其內投有所迷音頻裝置，所迷金厲管內逐投有連接所述音頻裝置的旱錢 。

7．根掘杖利要求 任何一碩所述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音頻裝置至少是音示播放

器、瞌牙裝置、收音裝置申的一神。

8．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迷音頻裝置是 P 3 音尿播放器，所述左

鏡腿末端鼓起亮休內以 冉路板安裝有充屯砲池、用作侍輸文件數据及充冉的接口，所迷右鏡

腿末端鼓起亮休內以屯路板安裝有 P3 控制忑片、因存志片。

9．根据杖利要求 7 所迷的眼鏡，其特征在于 所途前框勻所述鏡片之同逐沒有眉須，所

迷眉須包括有支架、眉須套，所述支架固定在所述鏡片背后的所迷遵接裝置兩側，所迷眉須

套以其投有的技孔套在所迷支架上。

10．根据杖利要求 9 所迷的眼鏡，其特征在于，所迷支架是尼尤荼或鋼竺，井勻所迷連

接裝置一休制做，所迷眉須套由岌泡 材料做成。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眼鏡，其特征在于，所迷鏡腿是金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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