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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

显示系统，包括：头戴式装置，以及固定在所述头

戴式装置内的实时处理模块、双目显示模块和可

变焦光学模块；所述实时处理模块用于依据使用

者触发的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视频图像驱动

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

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视频图像；所述可变焦

光学模块用于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

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该多视距显示系统可以更

为有效的进行近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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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头戴式装置，以及固定在

所述头戴式装置内的实时处理模块、双目显示模块和可变焦光学模块；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视频图像驱动信号；

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视频图像；

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用于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实时处理模块，包括：处理

器、存储器和传感器；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3D立体视频图像时，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3D立体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3D立体视频图像驱

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3D立体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3D立体

视频图像；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平面视频图像时，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平面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平面视频图像驱动信

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平面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平面视频图像；

所述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的头部运动情况生成位置信息，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所述位置

信息生成视频图像位置驱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位置驱动信

号，在相对应的位置显示所述平面视频图像；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视频图像。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目显示模块，包括：第一

显示器、第一驱动电路板、第二显示器和第二驱动电路板；

所述第一显示器和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连接；

所述第二显示器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连接；

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以使所述第

一显示器和所述第二显示器显示所述视频图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包括：第

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和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设置在所述第一显示器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所述第一

显示器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设置在所述第二显示器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所述第二

显示器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和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可变

焦光学子模块包括转盘、近景镜片、中景镜片、远景镜片和驱动电机，所述近景镜片、所述中

景镜片和所述远景镜片的焦距不同；

所述近景镜片、所述中景镜片和所述远景镜片设置在所述转盘上；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距切换指令生成电机驱动信号，以控制所

述驱动电机带动所述转盘进行转动，以使所述近景镜片或中景镜片或远景镜片位于所述显

示路径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近景镜片的焦距大于所述

中景镜片的焦距大于所述远景镜片的焦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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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双目显示模块与所述可变

焦光学模块之间的距离小于所述远景镜片的一倍焦距。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近景镜片、所述中景镜片

和所述远景镜片的材料为PMMA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视距显示系统，还包括：

第一光阑和第二光阑；

所述第一光阑和所述第二光阑固定在所述头戴式装置上，且对应于使用者双眼位置

处。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106567 A

3



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近视治疗显示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

距显示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近视是人眼屈光不正等诸多症状中受到最普遍关注的问题。通过使用对眼部及视

觉进行刺激的“近视治疗仪器”可以缓解视疲劳，以治疗近视。

[0003] 目前，用于近视治疗的商业化技术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

[0004] 第一类，物理刺激类：该技术是通过对眼部及周围穴位进行按压和热敷等物理刺

激来缓解视疲劳，使用者短期内能感觉到舒适，但是对于近视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

[0005] 第二类，简单视觉刺激类：该技术利用简单的光源和/或静态图像的物理性质变化

对人眼视觉进行刺激，例如亮度调节，图像位置变换等，锻炼睫状肌调节能力，从而实现对

近视的治疗。但是，该技术存在以下缺陷，其一是所谓的远近调节，一般是通过双目视差效

果产生，并非由实际远近不同位置的光线所构成，因此并不能最大程度发挥调节刺激作用，

反而会产生“副辏-调节冲突”，诱发新的视疲劳；其二是由于该技术提供的治疗内容单一、

治疗形式固定和治疗过程枯燥乏味等问题。

[0006] 第三类，视频视觉刺激类，该技术相当于第二类技术的升级，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内

容相对丰富的视频图像，通过改变视频图像的清晰度和/或图像位置，刺激人眼视觉调节。

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是单纯的图像源前后移动导致光学离焦，图像的模糊并非近视导

致，也非睫状肌所能调节，因此大多数时间图像内容处于模糊状态，丧失了丰富内容的意

义。在原理上，单纯的图像位置调节和离焦模糊不符合实际生活场景中人眼辐辏调节规律，

实际上并不能合理锻炼视觉调节能力，还有可能增加眼部负担和疲劳。此外，该技术仍不具

备与头部的交互功能，图像始终位于眼前，压迫感强，使用效果并不良好。

[0007] 因此，如何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的用于近视治疗的系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可以更为

有效的进行近视治疗。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0] 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包括：头戴式装置，以及固定在所述头戴式

装置内的实时处理模块、双目显示模块和可变焦光学模块；

[0011]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视频图像驱动

信号；

[0012] 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视频图像；

[0013] 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用于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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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的，所述实时处理模块，包括：处理器、存储器和传感器；

[0015]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3D立体视频图像时，

[0016]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3D立体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3D立体视频图

像驱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3D立体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3D

立体视频图像；

[0017]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平面视频图像时，

[0018]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平面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平面视频图像驱

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平面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平面视频

图像；所述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的头部运动情况生成位置信息，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所

述位置信息生成视频图像位置驱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位置驱

动信号，在相对应的位置显示所述平面视频图像；

[0019]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视频图像。

[0020] 优选的，所述双目显示模块，包括：第一显示器、第一驱动电路板、第二显示器和第

二驱动电路板；

[0021] 所述第一显示器和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连接；

[0022] 所述第二显示器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连接；

[0023] 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以使所

述第一显示器和所述第二显示器显示所述视频图像。

[0024] 优选的，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包括：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和第二可变焦光学子

模块；

[0025]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设置在所述第一显示器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所述

第一显示器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0026] 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设置在所述第二显示器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所述

第二显示器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0027]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和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

可变焦光学子模块包括转盘、近景镜片、中景镜片、远景镜片和驱动电机，所述近景镜片、所

述中景镜片和所述远景镜片的焦距不同；

[0028] 所述近景镜片、所述中景镜片和所述远景镜片设置在所述转盘上；

[0029]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距切换指令生成电机驱动信号，以控

制所述驱动电机带动所述转盘进行转动，以使所述近景镜片或中景镜片或远景镜片位于所

述显示路径上。

[0030] 优选的，所述近景镜片的焦距大于所述中景镜片的焦距大于所述远景镜片的焦

距。

[0031] 优选的，所述双目显示模块与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之间的距离小于所述远景镜片

的一倍焦距。

[0032] 优选的，所述近景镜片、所述中景镜片和所述远景镜片的材料为PMMA材料。

[0033] 优选的，所述多视距显示系统，还包括：第一光阑和第二光阑；

[0034] 所述第一光阑和所述第二光阑固定在所述头戴式装置上，且对应于使用者双眼位

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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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通过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通过设

置可变焦光学模块，以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以产生远近

不同、视距正确合理的视频图像，即为人眼提供真实的光学视距刺激。不同视距的视频图像

的刺激可引导人眼睫状肌进行合理有序的锻炼，进而改善人眼调节能力，达到治疗近视的

效果。

附图说明

[003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可变焦光学子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41] 在实施例中，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

统的结构示意图，包括：头戴式装置11，以及固定在所述头戴式装置11内的实时处理模块

12、双目显示模块13和可变焦光学模块14；

[0042]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12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视频图像驱

动信号；

[0043] 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视频图像；

[0044] 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14用于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

离。

[0045] 通过上述描述可知，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通过设

置可变焦光学模块14，以改变所述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以产生远

近不同、视距正确合理的视频图像，即为人眼提供真实的光学视距刺激。不同视距的视频图

像的刺激可引导人眼睫状肌进行合理有序的锻炼，进而改善人眼调节能力，达到治疗近视

的效果。

[004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头戴式装置11主要用于承载和固定所述实时处理模块12、所

述双目显示模块13和可变焦光学模块14，并可穿戴于使用者头部。

[0047] 进一步的，所述实时处理模块12，包括：处理器、存储器和传感器；

[0048]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3D立体视频图像时，

[0049]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3D立体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3D立体视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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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驱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用于依据所述3D立体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

3D立体视频图像；

[0050] 在所述视频图像为平面视频图像时，

[0051] 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平面视频图像控制指令生成平面视频图像驱

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用于依据所述平面视频图像驱动信号，显示相对应的平面视

频图像；所述传感器用于检测使用者的头部运动情况生成位置信息，所述处理器用于依据

所述位置信息生成视频图像位置驱动信号，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用于依据所述视频图像位

置驱动信号，在相对应的位置显示所述平面视频图像。

[0052] 所述存储器用于存储所述视频图像。

[0053] 在本实施例中，使用者通过实时处理模块12与多视距显示系统进行信息交互。当

使用者选择所述视频图像为3D立体视频图像时，具有匹配双眼视差的效果，且在使用过程

中还可以给使用者带来沉浸感的同时，进一步锻炼双眼合像能力。但是，当使用者对视差图

像反感或者不适时，还可以通过实时处理模块12进行信息交互，以使视频图像切换为不包

含视差的平面视频图像。

[0054] 可选的，所述处理器包括高通骁龙820中央处理器、Adreno  530图形处理器，并结

合Hexagon  680DSP芯片来完成高实时性信息处理及传输。

[0055] 可选的，所述存储器选用内存大小为2G，闪存大小为16G的存储器。

[0056] 可选的，所述传感器选用TDKInvenSense的MPU-9250高精度九轴传感器，用于感知

使用者头部的运动方向，当传感器感知到使用者头部运动时，生成视频图像位置驱动信号，

并传输给处理器，并由处理器完成实时处理后，使双目显示模块13在相对应的位置显示所

述平面视频图像。

[0057] 进一步的，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包括：第一显示器15、第一驱动电路板17、第二显

示器16和第二驱动电路板18；

[0058] 所述第一显示器15和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17连接；

[0059] 所述第二显示器16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18连接；

[0060] 所述第一驱动电路板17和所述第二驱动电路板18依据所述视频图像驱动信号，以

使所述第一显示器15和所述第二显示器16显示所述视频图像。

[0061] 在本实施例中，分别设置对应双眼的显示器，每个显示器均配备一驱动电路板，与

实时处理模块12进行通信连接，用于显示3D立体视频图像或平面视频图像。

[0062] 可选的，第一显示器15和第二显示器16可以为分辨率为1440×1600，刷新率为

70Hz的显示器。

[0063] 进一步的，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14，包括：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19和第二可变焦

光学子模块20；

[0064]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19设置在所述第一显示器15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

所述第一显示器15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0065] 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20设置在所述第二显示器16的显示路径上，用于改变

所述第二显示器16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位置与使用者眼睛之间的距离；

[0066] 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19和所述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20的结构相同，如图

2所示，所述第一可变焦光学子模块19包括转盘23、近景镜片24、中景镜片25、远景镜片2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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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机27，所述近景镜片24、所述中景镜片25和所述远景镜片26的焦距不同；

[0067] 所述近景镜片24、所述中景镜片25和所述远景镜片26设置在所述转盘23上；

[0068] 所述实时处理模块12用于依据使用者触发的视距切换指令生成电机驱动信号，以

控制所述驱动电机27带动所述转盘23进行转动，以使所述近景镜片24或中景镜片25或远景

镜片26位于所述显示路径上。

[0069] 所述近景镜片24的焦距大于所述中景镜片25的焦距大于所述远景镜片26的焦距。

[0070] 在本实施例中，近景镜片24、中景镜片25、远景镜片26分别装配于转盘23的三个位

置，通过驱动电机27和转盘23之间的控制，以实现近景镜片24、中景镜片25、远景镜片26进

行切换，且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种焦距的镜片用于近眼成像。

[0071]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显示器15和第二显示器16的有效显示区分别位于第一可变焦

光学子模块19和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20的物面上，且有效显示区的中心分别位于第一可

变焦光学子模块19和第二可变焦光学子模块20的光轴上。

[0072] 并且，所述双目显示模块13与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14之间的距离小于所述远景镜

片26的一倍焦距，用于保证能为人眼提供正立放大的虚像。

[0073] 由此可知，该可变焦光学模块14为近眼成像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焦距，并结合双目

显示模块13为人眼提供近景、中景和远景三种视距正确合理的视觉感知图像。

[0074] 进一步的，所述多视距显示系统，还包括：第一光阑21和第二光阑22；

[0075] 所述第一光阑21和所述第二光阑22固定在所述头戴式装置11上，且对应于使用者

双眼位置处。

[007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光阑21和所述第二光阑22用于保证在同一时间人眼只能

通过相对应的光阑接收到一个显示路径上的视频图像。

[0077] 基于本发明上述实施例，在本发明一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中，近景

镜片、中景镜片和远景镜片的材料均为PMMA(Polymethyl  methacrylate，有机玻璃)材料，

直径均为34mm的圆形镜片。

[0078] 其中，近景镜片的焦距为46.5mm，中心厚度为8.47mm；

[0079] 中景镜片的焦距为45mm，中心厚度为8.79mm；

[0080] 远景镜片的焦距为44.8mm，中心厚度为8.92mm。

[0081] 所述双目显示模块与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之间的距离为39.7mm，小于各个镜片的

一倍焦距。

[0082] 所述可变焦光学模块与人眼之间的距离约为18mm。

[0083] 通过上述描述可知，该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通过实时处理模块在获

取到一定的交互信息指令后，产生相应的视频图像驱动信号，再由双目显示模块接收该视

频图像驱动信号，并显示相应的视频图像。通过可变焦光学模块改变不同的焦距，将处于物

面上由双目显示模块显示的视频图像成像于距离人眼不同距离处，以产生远近不同、视距

正确合理的视频图像。不同视距的视频图像的刺激可引导人眼睫状肌进行合理有序的锻

炼，进而改善人眼调节能力，达到治疗近视的效果。

[0084] 如，当为人眼提供远景图像的视觉刺激时，人眼的睫状肌将处于相对放松状态，导

致晶状体变薄，晶状体表面曲率变小，焦距变大，进而将远景图像成像于视网膜上；当为人

眼提供近景图像的视觉刺激时，人眼的睫状肌将处于相对紧张状态，晶状体变厚，晶状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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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曲率变大，焦距变小，进而将近景图像成像于视网膜上。通过在远景至近景范围内三种不

同视距图像的规律切换，进而刺激人眼睫状肌在放松状态和紧张状态之间进行不断调节。

[0085] 并且，视频图像的显示空间约为360°×180°的全空间，可以给使用者在治疗近视

的同时获得更好的沉浸感。

[0086] 还有，通过在存储器中存储多种多样的视频图像，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同时还提高

了观感和趣味性，令使用者在治疗过程中不再感到枯燥乏味。

[0087]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用于近视治疗的多视距显示系统进行了详细介绍，本

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是用于

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的思

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

[0088]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中的各个实施例均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

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的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对于实施例公开的装置而言，由于其与实施例公开的方法相对应，所以描述的比较简单，相

关之处参见方法部分说明即可。

[0089]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

实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

存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

盖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

或者是还包括为这些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

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90] 对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

对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

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

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

致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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