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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调节干预机以及视力训练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视觉调节干预机以及视

力训练方法，视觉调节干预机包括框架、控制器、

屈光镜片组和驱动镜片组的驱动机构，控制器用

于控制驱动机构带动屈光镜片组中各个镜片的

滑动方向、滑动速度和滑动幅度。视力训练方法

是通过控制器控制驱动机构的电机的转动方向、

转动速度和转动时间，调节屈光镜片组的度数在

一定范围内以一定的速度升降，人工模拟远看近

看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形，对人的大脑和眼睛进行

干预，让眼睛的各肌肉群动起来，让大脑对图像

的相对变化进行适应，从而在不影响正常用眼的

情况下使眼睛放松，视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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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其包括框架、控制器、屈光镜片组和驱动镜片组

的驱动机构，所述的框架上设有分别与人体左眼和右眼对应左镜框和右镜框，屈光镜片组

包括与人体的左眼对应的左镜片组以及与人体的右眼对应的右镜片组，左镜片组和右镜片

组均包括至少两片屈光镜片，在左镜框和右镜框内分别设有与各个屈光镜片对应的滑槽，

驱动机构包括驱动左镜片组的镜片在左镜框内的滑槽内滑动调节左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左

驱动组以及驱动右镜片组的镜片在右镜框内的滑槽内滑动调节右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右驱

动组，控制器用于控制驱动机构带动屈光镜片组中各个镜片的滑动方向、滑动速度和滑动

幅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框架的下侧面板或上侧

面板上设有固定架，驱动机构装配在固定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驱动组和右驱动组均

为电机带动的丝杠螺母传动机构，每一个屈光镜片对应装配一个电机和丝杠螺母传动机

构，丝杠螺母传动机构的螺母件与屈光镜片固定连接，所述的固定架上设有螺母件导向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左镜片组和右镜片组均

包括两个屈光镜片，这两个屈光镜片相对滑动使镜片组的屈光度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设置在框架的外

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器和电机分别与外

置电源连接，外置电源为可充电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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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调节干预机以及视力训练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健康保健及医疗设备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视觉调节干预机以及视力

训练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国际关于近视眼的发生和发展有许多理论和论证，但是结合人类视力发

生变化的历史规律，目前基本可以认为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造成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原

因。横向来看，农村和偏远地区的近视发生率低于城市，纵向来看，近视眼的发生率随教育

的普及、文化程度的提升而升高。尤其是随着电子设备以及智能手机的爆发式发展，用眼疲

劳和视力下降更为明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习和电子产品的使用不可避免。但是，直

至目前，尚没有能够根据视力发展规律，改变长时间固定目标用眼(主要是近距离)，有效缓

解视疲劳，预防视力下降的设备，因此，研发能够改善人类视力的视力调节干预机是非常的

关键和必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个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有效改善人类视力视觉调节干预机。

[0004] 实现本发明的发明目的的方案如下：

[0005] 一种视觉调节干预机，其包括框架、控制器、屈光镜片组和驱动镜片组的驱动机

构，所述的框架上设有分别与人体左眼和右眼对应左镜框和右镜框，屈光镜片组包括与人

体的左眼对应的左镜片组以及与人体的右眼对应的右镜片组，左镜片组和右镜片组均包括

至少两片屈光镜片，在左镜框和右镜框内分别设有与各个屈光镜片对应的滑槽，驱动机构

包括驱动左镜片组的镜片在左镜框内的滑槽内滑动调节左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左驱动组以

及驱动右镜片组的镜片在右镜框内的滑槽内滑动调节右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右驱动组，控制

器用于控制驱动机构带动屈光镜片组中各个镜片的滑动方向、滑动速度和滑动幅度。

[0006] 为了便于驱动机构的在框架上的装配，所述的框架的下侧面板或上侧面板上设有

固定架，驱动机构装配在固定架上。根据产品形状、尺寸等因素，可以对固定架的位置进行

合理设置。

[0007] 为了便于准确控制屈光镜片的滑动速度、滑动方向和滑动范围，所述的左驱动组

和右驱动组均为电机带动的丝杠螺母传动机构，每一个屈光镜片对应装配一个电机和丝杠

螺母传动机构，丝杠螺母传动机构的螺母件与屈光镜片固定连接，所述的固定架上设有螺

母件导向杆。

[0008] 为了能够使视觉调节干预机的厚度薄，重量轻，便于佩戴，所述的左镜片组和右镜

片组均包括两个屈光镜片，这两个屈光镜片相对滑动使镜片组的屈光度数在一定范围内变

化。

[0009] 为了防止控制器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产生影响，所述的控制器设置在框架的外部。

[0010] 进一步地，为了防止电源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产生影响，所述的控制器和电机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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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置电源连接，外置电源为可充电电源。

[0011] 本发明的第二个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调节人眼视力的方法。

[0012] 实现本发明的发明目的的方案如下：

[0013] 一种利用上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调节人眼视力的方法，根据用户的近视或远视的

度数，设定控制器的初始化数据，使视觉调节干预机启动后屈光镜片组设置为与用户视力

状况对应的度数，视觉调节干预机可以用作眼镜，启动视觉调节模式后，控制器控制驱动机

构的电机的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和转动时间，调节屈光镜片组的度数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

的速度升降，人工模拟远看近看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形，对人的大脑和眼睛进行干预，让眼睛

的各肌肉群动起来，让大脑对图像的相对变化进行适应，从而在不影响正常用眼的情况下

使眼睛放松，视力提升。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发明的视觉调节干预机能够在控制器内预存用户的视

力度数、瞳距等数据，设置出视觉调节干预机的屈光镜片组的度数变化范围以及度数升降

速度，用户佩戴后可以人工模拟远看近看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形，对人的大脑和眼睛进行干

预，让眼睛的各肌肉群动起来，让大脑对图像的相对变化进行适应，从而在不影响正常用眼

的情况下使眼睛放松，视力提升。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视觉调节干预机的立体结构示意图(图中左镜片组和左驱动组与

右侧相同，为了便于观察固定架及框架结构，未示意出左镜片组和左驱动组)；

[0016] 图2为电机丝杠螺母传动机构与1个屈光镜片的连接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的视觉调节干预机控制原理图；

[0018] 图中，1为框架，2为控制器，3为屈光镜片组，4为驱动机构，5为左镜框，6为右镜框，

7为滑槽，8为固定架，9为电机，10为丝杠，11为螺母块，12为螺母件导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如图1至图3所示的一种视觉调节干预机，其包括框架1、控制器2、屈光镜片组3和

驱动镜片组的驱动机构4，框架1采用塑料框架1、合金框架1或其他材质的框架1；所述的框

架1上设有分别与人体左眼和右眼对应左镜框5和右镜框6，屈光镜片组3包括与人体的左眼

对应的左镜片组以及与人体的右眼对应的右镜片组，左镜片组和右镜片组均包括至少两片

屈光镜片，在左镜框5和右镜框6内分别设有与各个屈光镜片对应的滑槽7；驱动机构4包括

驱动左镜片组的镜片在左镜框5内的滑槽7内滑动调节左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左驱动组以及

驱动右镜片组的镜片在右镜框6内的滑槽7内滑动调节右镜片组屈光度数的右驱动组，控制

器2用于控制驱动机构4带动屈光镜片组3中各个镜片的滑动方向、滑动速度和滑动幅度。

[0021] 为了便于驱动机构4的在框架1上的装配，所述的框架1的下侧面板或上侧面板上

设有固定架8，驱动机构4装配在固定架8上。根据产品形状、尺寸等因素，可以对固定架8的

位置进行合理设置。本发明的附图1中，固定架8设置在框架1的下侧面板上。固定架8包括前

侧板、后侧板以及设置在前侧板和后侧板左右两侧的用于电机9和丝杠10固定支撑的侧板。

[0022] 为了便于准确控制屈光镜片的滑动速度、滑动方向和滑动范围，所述的左驱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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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右驱动组均为电机9带动的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每一个屈光镜片对应装配一个电机9和

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的螺母件与屈光镜片固定连接，所述的固定架8

上设有螺母件导向杆12。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包括丝杠10和螺母块11，丝杠10与电机9的输

出轴固定连接，螺母块11与丝杠10螺纹配合，螺母块11与屈光镜片固定连接，螺母件导向杆

12设置在固定架8的侧板之间，通过设置螺母件导向杆12可使螺母块11沿直线轨迹活动，使

屈光镜片的左右活动更加平稳。各个屈光镜片使用独立的电机9和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进

行驱动，能够使所有屈光镜片都能独立的活动，相互没有干扰，使控制器2对屈光镜片的控

制更加精确灵活。本发明的驱动机构4不限于丝杠10螺母传动机构，还可以使用其他传动机

构来进行替代，这些替代方案与本发明的方案属于相同的设计构思，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0023] 为了能够使视觉调节干预机的厚度薄，重量轻，便于佩戴，所述的左镜片组和右镜

片组均包括两个屈光镜片，这两个屈光镜片相对滑动使镜片组的屈光度数在一定范围内变

化。在实际应用中，屈光镜片的数量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进行合理设定，增加屈光镜片的数量

能使屈光度数的变化范围和度数变化速度得到调节，调节效果能够提高，但是视觉调节干

预机的厚度、重量和制造成本会随之增加，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屈光镜片的数量。

[0024] 为了防止控制器2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产生影响，所述的控制器2设置在框架1的外

部。

[0025] 进一步地，为了防止电源的电磁辐射对人体产生影响，所述的控制器2和电机9分

别与外置电源连接，外置电源为可充电电源。

[0026] 一种利用上述的视觉调节干预机调节人眼视力的方法，根据用户的近视或远视的

度数，设定控制器2的初始化数据，使视觉调节干预机启动后屈光镜片组3设置为与用户视

力状况对应的度数，视觉调节干预机可以用作眼镜，启动视觉调节模式后，控制器2控制驱

动机构4的电机9的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和转动时间，调节屈光镜片组3的度数在一定范围内

以一定的速度升降，人工模拟远看近看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形，对人的大脑和眼睛进行干预，

让眼睛的各肌肉群动起来，让大脑对图像的相对变化进行适应，从而在不影响正常用眼的

情况下使眼睛放松，视力提升。

[0027] 本发明的视觉调节干预机以及利用视觉调节干预机调节人眼视力的方法，不仅适

用于视疲劳的调节，同时还能适用于任何度数的远视、近视、弱视的人群，能够人工模拟远

看近看模式不断变化的情形，对人的大脑和眼睛进行干预，让眼睛的各肌肉群动起来，让大

脑对图像的相对变化进行适应，从而在不影响正常用眼的情况下使眼睛放松，视力得到提

升。本发明的视觉调节干预机长期坚持使用，不仅可以使视力正常的人群眼部肌肉群得到

锻炼活动，视力得到保持提高，同时，可以是近视、远视及弱视人群的视力得到恢复，控制器

2初始化数据可以根据用户视力状况定期修改调节，使视觉调节干预机能够以最合理的方

案运行，使用户的视力水平得到稳步提升。

[0028] 以上实施例是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的说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有关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各种变换和变化而得

到相对应的等同的技术方案，因此所有等同的技术方案均应该归入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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