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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

眼镜，包括镜框，所述镜框连接有两个镜腿，所述

镜框上安装有两个镜片，所述镜框内部安装有眉

头按摩装置和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所述的镜

腿内安装有太阳穴按摩装置，两个所述的镜腿连

接有子扣带和母扣带，各按摩装置采取开放式按

摩，对人眼附近肌肉进行有氧按摩，按摩更轻松，

且结构简单，易于维护，按摩眼镜模仿眼保健操

的按摩动作，使人眼部得到充分放松，且人的精

神也得到充分休息，子扣带和母扣带连接在一起

套在人的后脑，按摩眼镜在按摩的时候，眼镜不

会掉落而损坏，保证了良好的按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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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包括镜框（1），其特征在于：所述镜框（1）左右侧均

连接有镜腿（2），所述镜框（1）上通过两个镜片槽（101）安装有两个镜片（102），所述镜框（1）

内部上端、下端分别通过第一椭圆槽（3）、第二椭圆槽（4）安装有眉头按摩装置（5）和眼颊鼻

梁一体按摩装置（6）；

所述的镜腿（2）内通过安放槽（203）安装有太阳穴按摩装置（7），两个所述的镜腿（2）尾

端分别连接有子扣带（201）和母扣带（202），所述眉头按摩装置（5）位于镜片（102）上方，所

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数量为两个，且两个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均位于镜片

（102）的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椭圆

槽（3）中间设有防护柱（301），所述防护柱（301）为圆台体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眉头按摩

装置（5）包括设在第一椭圆槽（3）内部一侧的主动轮（501），所述主动轮（501）连接有第一马

达（502），所述主动轮（501）通过传输带（503）连接有定滑轮（504），所述传输带（503）通过球

槽（505）安装有按摩弹珠（506），所述按摩弹珠（506）在球槽（505）内自由旋转。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的眼

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关于镜框（1）的中心左右对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椭圆

槽（4）连接有矩形孔（401），所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包括可转动安装在第二椭圆槽

（4）中间的不完全齿轮（601），所述不完全齿轮（601）外侧的一部分设有轮齿（602），所述不

完全齿轮（601）外侧设有椭圆滑块（603），所述椭圆滑块（603）内侧上下部均设有内齿

（60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不完全齿

轮（601）连接有第二马达（605），所述椭圆滑块（603）一端通过连接杆（606）穿过矩形孔

（401）连接有眼颊按摩块（607），所述眼颊按摩块（607）侧面固定连接有鼻梁按压杆（608），

所述鼻梁按压杆（608）头部套有橡胶套（60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太阳穴按

摩装置（7）包括半圆条（701）和活动插设在镜腿（2）侧面的顶压柱（702），所述半圆条（701）

左侧与顶压柱（702）连接，所述半圆条（702）右侧设有偏心轮（703），所述偏心轮（703）连接

有第三马达（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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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按摩眼镜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使用电脑越来越多，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眼部容易感

到疲劳，同样地，学生长时间看书，也会使眼部感到疲劳。因此，如果眼部护理不好，可能会

导致近视，甚至损伤眼睛，这将给今后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目前，对于眼部的护理，多是从

热敷和按摩的方式进行，市场上所出现的眼部按摩设备主要是利用振动的原理设计，其内

部设有振动组件，该振动组件能使眼罩体产生振动，从而达到按摩眼睛的目的。

[0003] 按摩眼镜是用于预防眼睛近视的一种眼镜，适用于大、中、小学生，近视、远视、用

脑用眼过度或长期戴眼镜引起的眼睛疲劳者等。按摩眼镜采用眼镜式造型，配置墨镜镜面，

佩戴舒适；拥有22颗钕磁粒，结合传统中医经络按摩原理，将脉冲磁场所产生的磁按摩与机

械按摩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眼部各重要穴位，产生标准磁通量为600-800GS，能深入皮

下3mm，N.S极相错排列，形成循环磁场。有效改善眼部及脑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调节气

血，达到缓解眼部疲劳，迅速放松眼睛的效果，可消除眼角皱纹、黑眼圈、保护视力、提高记

忆力、适用于家庭每位成员。

[0004] 专利申请号为201510598154 .X的名为按摩眼镜的发明包括镜框、耳架和鼻梁支

撑，所述镜框的下部和鼻梁支撑上设有按摩球，所述耳架的前部设有按摩球，在耳架的弯折

处设有按摩球，在耳架的侧部设有按摩开关，使用者可以随时随地按摩眼睛，不受局限，本

发明对眼部、鼻梁、耳部进行相应的按摩，有效缓解了眼部疲劳，同时槽口的镂空设计使使

用者可以放置精油贴和中药贴，起到提神醒脑医疗保健的作用，同时硅胶槽口减轻了按摩

球对穴位按压产生的疼痛感，但此按摩眼镜在按摩的时候，由于眼镜会振动，眼镜容易掉

落，造成损坏。

[0005] 该类型的现有的按摩保健眼镜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和问题：

（1）按摩器多是对眼部进行定点按摩，且较为密闭，不利于外界空气与眼部接触，进而

导致眼角膜无法从空气中获取养分，且在不通气的无氧按摩环境下，易因眼角膜缺失营养

而引起各种眼部疾病，再者，该类按摩器的结构较为复杂，不利于维护；

（2）现有的按摩眼镜大多数只能隔着眼皮按摩眼球或眼颊，很少能按摩多个部位的，且

按摩眼镜在按摩的时候容易因自身的振动而掉落或移位，造成按摩效果差、眼镜损坏的后

果。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方案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各

按摩装置采取开放式按摩，对人眼附近肌肉进行有氧按摩，按摩更轻松，且结构简单，易于

维护，模仿眼保健操的按摩动作，使人眼部得到充分放松，且人的精神也得到充分休息，子

扣带和母扣带连接在一起套在人的后脑，按摩眼镜在按摩的时候，眼镜不会掉落而损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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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良好的按摩效果，能有效的解决背景技术提出的问题。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

包括镜框，所述镜框左右侧均连接有镜腿，所述镜框上通过两个镜片槽安装有两个镜片，所

述镜框内部上端、下端分别通过第一椭圆槽、第二椭圆槽安装有眉头按摩装置和眼颊鼻梁

一体按摩装置；

所述的镜腿内通过安放槽安装有太阳穴按摩装置，两个所述的镜腿尾端分别连接有子

扣带和母扣带，所述眉头按摩装置位于镜片上方，所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数量为两个，

且两个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均位于镜片的下方。

[0008]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一椭圆槽中间设有防护柱，所述防护柱

为圆台体结构。

[0009]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眉头按摩装置包括设在第一椭圆槽内部一

侧的主动轮，所述主动轮连接有第一马达，所述主动轮通过传输带连接有定滑轮，所述传输

带通过球槽安装有按摩弹珠，所述按摩弹珠在球槽内自由旋转。

[0010]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第二椭圆槽连接有矩形孔，两个所述的眼

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关于镜框的中心左右对称。

[0011]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包括可转动安装在

第二椭圆槽中间的不完全齿轮，所述不完全齿轮外侧的一部分设有轮齿，所述不完全齿轮

外侧设有椭圆滑块，所述椭圆滑块内侧上下部均设有内齿。

[0012]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不完全齿轮连接有第二马达，所述椭圆滑

块一端通过连接杆穿过矩形孔连接有眼颊按摩块，所述眼颊按摩块侧面固定连接有鼻梁按

压杆，所述鼻梁按压杆头部套有橡胶套。

[0013] 作为本发明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太阳穴按摩装置包括半圆条和活动插设在

镜腿侧面的顶压柱，所述半圆条左侧与顶压柱连接，所述半圆条右侧设有偏心轮，所述偏心

轮连接有第三马达。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1）本发明的眉头按摩装置、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和太阳穴按摩装置的按摩点均采

取开放式按摩，按摩装置对人眼附近的肌肉进行有氧按摩，按摩更轻松，且结构简单，易于

维护；

（2）本发明眉头按摩装置、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和太阳穴按摩装置能分别对眉头、眼

颊、鼻梁和太阳穴进行同时按摩，模仿眼保健操的按摩动作，使人眼部得到充分放松，且人

的精神也得到充分休息；

（3）本发明的镜腿戴在人耳上后，将子扣带和母扣带连接在一起套在人的后脑，按摩眼

镜在按摩的时候，眼镜不会掉落而损坏，保证了良好的按摩效果。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眉头按摩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的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正面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的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俯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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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本发明的太阳穴按摩装置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1-镜框；2-镜腿；3-第一椭圆槽；4-第二椭圆槽；5-眉头按摩装置；6-眼颊鼻

梁一体按摩装置；7-太阳穴按摩装置；

101-镜片槽；102-镜片；

201-子扣带；202-母扣带；203-安放槽；204-扣孔

301-防护柱；

401-矩形孔；

501-主动轮；502-第一马达；503-传输带；504-定滑轮；505-球槽；506-按摩弹珠；

601-不完全齿轮；602-轮齿；603-椭圆滑块；604-内齿；605-第二马达；606-连接杆；

607-眼颊按摩块；608-鼻梁按压杆；609-橡胶套；

701-半圆条；702-顶压柱；703-偏心轮；704-第三马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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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8] 以下各实施例的说明是参考附图，用以示例本发明可以用以实施的特定实施例。

本发明所提到的方向和位置用语，例如「上」、「中」、「下」、「前」、「后」、「左」、「右」、「内」、「

外」、「侧面」等，仅是参考附加图示的方向和位置。因此，使用的方向和位置用语是用以说明

及理解本发明，而非用以限制本发明。

[0019] 实施例：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位置按摩的按摩保健眼镜，包括镜框1，所述镜框1左

右侧均连接有镜腿2，所述镜框1上通过两个镜片槽101安装有两个镜片102，镜片102采用墨

镜镜片，以便于按摩时更好的放松眼镜，即使晒日光浴也能很好地按摩眼睛。

[0020] 如图1所示，两个所述的镜腿2尾端分别连接有子扣带201和母扣带202，母扣带202

上设有若干个扣孔204，子扣带201扣在不同的扣孔204上时，子扣带201和母扣带202具有一

定的弹性，戴眼镜时不会有勒紧感，子扣带201母扣带202松紧度不同，越紧按摩程度越大，

可根据个人需要自由选择扣带的扣紧度，子扣带201与母扣带202连接长度不同，也方便了

不同头型的人佩戴。

[0021] 如图1所示，镜腿2戴在人耳上、镜框1位于准确位置、各按摩装置就位后，将子扣带

201和母扣202带连接在一起套在人的后脑，按摩眼镜在按摩的时候，眼镜不会掉落而损坏，

保证了良好的按摩效果。

[0022]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镜框1内部上端、下端分别通过第一椭圆槽3、第二椭圆槽4

安装有眉头按摩装置5和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所述眉头按摩装置5位于镜片102上方，

所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数量为两个，且两个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均位于镜片102

的下方。这里第一椭圆槽3和第二椭圆槽4的底面形状均为由矩形平行的两条边连接两个半

圆而形成的类椭圆形，同理，下述的椭圆滑块603的端面形状也是与第二椭圆槽4匹配的形

状。方便按摩弹珠506、眼颊按摩块607和鼻梁按压杆608的位移。所述第一椭圆槽3中间设有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9953890 A

5



防护柱301，所述防护柱301为圆台体结构，防护柱301保护按摩弹珠506，使之不会弹出，使

按摩弹珠506按摩眉头时更稳定。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眉头按摩装置5包括设在第一椭圆槽3内部一侧的主动轮501，所

述主动轮501连接有第一马达502，所述主动轮501通过传输带503连接有定滑轮504，定滑轮

504随传输带503旋转，使传输带503得以伸展。所述传输带503通过球槽505安装有按摩弹珠

506，球槽503覆盖按摩弹珠506的大半区域，防止按摩弹珠506在旋转的时候掉出球槽503,

所述按摩弹珠506在球槽505内自由旋转,按摩弹珠506对眉头进行滚压按摩，按摩节奏舒

缓，能更好地舒缓眉头的压力，促进了眉头血液的循环，使人的上眼皮得到滋润，能有效缓

解黑眼袋、皱纹等。

[0024] 上述眉头按摩装置5按摩眉头的原理为：戴上按摩眼镜后，使按摩弹珠506位于眉

头上，启动第一马达502使第一马达502带动主动轮501旋转，主动轮501带动传输带503旋

转，传输带503旋转带动按摩弹珠506旋转，按摩弹珠506在眉头滚动旋转，达成了对眉头滚

压按摩的效果，从而完成了对眼部上部分肌肉的放松和按摩。

[0025] 如图4所示，所述第二椭圆槽4连接有矩形孔401，两个所述的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

置6关于镜框1的中心左右对称，两个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能同时对眼睛下的肌肉和鼻

梁进行按摩，对称按摩，人更舒服。

[0026] 如图3所示，图3是以镜框1右端的第二椭圆槽4为参考的，所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

装置6包括可转动安装在第二椭圆槽4中间的不完全齿轮601，所述不完全齿轮601外侧的一

部分具有轮齿602，即不完全齿轮601的外侧一部分设有连续的一段轮齿602，方便不完全齿

轮601带动椭圆滑块603在第二椭圆槽4内做左和右的来回往复运动，从而使按摩更具有规

律、周期性，人眼更舒服。所述不完全齿轮601外侧设有椭圆滑块603，所述椭圆滑块603内侧

上下部均设有内齿604，轮齿602的顶端插进内齿604内，从而带动椭圆滑块603左右滑动。

[0027] 如图3所示，所述不完全齿轮601连接有第二马达605，所述椭圆滑块603一端通过

连接杆606穿过矩形孔401连接有眼颊按摩块607，眼颊按摩块607采用具有弹性的塑料或橡

胶，不会刮破人的眼颊，给人更舒适的按摩感受。所述眼颊按摩块607侧面固定连接有鼻梁

按压杆608，所述鼻梁按压杆608头部套有橡胶套609，使鼻梁按压杆608按压鼻梁的时候，橡

胶套609使人的鼻梁不会承受很大的应力，鼻梁不会受伤，按摩更舒服。

[0028] 上述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6的按摩原理为：第二马达605带动不完全齿轮601旋

转，不完全齿轮601旋转的时候，不完全齿轮601上的一部分轮齿602旋转到与椭圆块603内

侧上部的内齿604连接时，椭圆滑块603向远离镜框1中心的方向位移，当轮齿602与椭圆块

603内侧下部分的内齿604接触的时候，椭圆滑块603向靠近镜框1中心的方向位移，从而使

椭圆滑块603做往复运动，而眼颊按摩块607、鼻梁按压杆608在椭圆滑块603的带动下刮动

按摩眼颊、挤压按摩鼻梁，类似眼保健操中的刮动脸颊和捏鼻的动作，对人眼下部分的肌肉

进行很好的按摩。消除下眼皮的疲劳，促进血液循环。

[0029] 如图5所示，所述的镜腿2内通过安放槽203安装有太阳穴按摩装置7，所述太阳穴

按摩装置7包括半圆条701和活动插设在镜腿2侧面的顶压柱702，顶压柱702可以沿与镜腿

垂直的方向，即与戴上眼镜后，顶压柱与人侧脸垂直的方向做往复运动，达成按摩效果。为

使太阳穴周围的皮肤也得到按摩，可以在半圆条701侧面安装多个按压柱702，使按摩效果

更佳。顶压柱702头部采用橡胶圆弧头，不会伤害脸部皮肤，给人更舒适的按摩。所述半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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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左侧与顶压柱702连接，所述半圆条702右侧设有偏心轮703，偏心轮703侧面与半圆条

701的右侧面相贴，偏心轮703可以带动半圆条701左右运动。所述偏心轮703连接有第三马

达704。

[0030] 上述太阳穴按摩装置7的按摩原理为：将按摩眼镜戴好，第三马达704带动偏心轮

703旋转，偏心轮703带动半圆条701往复运动，带动按压柱702不停的按压和放松太阳穴，从

而完成了对太阳穴的按压式按摩。

[0031] 需补充说明的是，本发明的保健眼镜还可以上移，使眼颊按摩块607位于眼球上

方，这时人只需闭上眼睛，眼颊按摩块607便能做出刮动按摩眼皮的动作，从而使眼皮、眼球

得到按摩，眼球供血快，眼睛更明亮。同时，按摩弹珠506也在对额头进行滚压按摩，按摩点

多，人眼周围部位均可得到按摩，人眼更健康。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主要特点在于：

（1）眉头按摩装置、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和太阳穴按摩装置的按摩点均采取开放式

按摩，按摩装置对人眼附近的肌肉进行有氧按摩，按摩更轻松，且结构简单，易于维护；

（2）眉头按摩装置、眼颊鼻梁一体按摩装置和太阳穴按摩装置能分别对眉头、眼颊、鼻

梁和太阳穴进行同时按摩，模仿眼保健操的按摩动作，使人眼部得到充分放松，且人的精神

也得到充分休息；

（3）镜腿戴在人耳上后，将子扣带和母扣带连接在一起套在人的后脑，按摩眼镜在按摩

的时候，眼镜不会掉落而损坏，保证了良好的按摩效果；

（4）鼻梁按摩和眼颊按摩在一个装置上，结构更加精简，成本更低，设计巧妙，能同时完

成对眼颊的刮动按摩和对鼻梁的挤压按摩，使人眼下部得到充分按摩，更快地缓解疲劳。

[0033]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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