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404564.1

(22)申请日 2018.08.29

(73)专利权人 河南悦视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450000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

路171号11号楼综合楼B座11层1121室

(72)发明人 王金　史振波　王世卿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银河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1158

代理人 任利军

(51)Int.Cl.

G02C 7/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

雾视眼镜，属于眼镜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

镜框、镜腿和镜片，所述所述镜片分为两个光区，

一个光区为平光镜或者凹透镜，另一个光区为雾

视凸透镜，镜片的形状为圆形，镜片与镜框间隙

配合使镜片能够转动。本实用新型的雾视眼镜分

为两个光区，镜片可以旋转使两个光区能够上下

调换位置，青少年上课佩戴时凸透镜在下看书，

利用凸透镜来舒缓看近时的眼镜的调节压力，凹

透镜在上看黑板看得清；下课时凸透镜在上看远

处放松睫状肌，凹透镜在下不影响看路走动；一

镜多用，能够适应佩戴者不同时间段的佩戴需

求，方便佩戴者长期佩戴，在佩戴过程中缓解眼

睛疲劳，能够有效预防和矫治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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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包括镜框、镜腿和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镜片

分为两个光区，一个光区为平光镜或者凹透镜，另一个光区为雾视凸透镜，镜片的形状为圆

形，镜片与镜框间隙配合使镜片能够转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镜片外

圆周面上设置有凸起，镜框内设置有与之对应的环形凹槽，镜片卡在镜框里可转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镜片外

端设置有一个手柄，镜框左右两个分别设置有一个容纳手柄的卡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镜框为

大半圆弧的半包结构，镜片的一段圆弧露在镜框外可供佩戴者拨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镜框沿

圆周方向均布有两个凹槽，镜片上设置有对应的凸起，使镜片的凸起卡在凹槽时刚好旋转

180°，两个光区上下调换位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示平光镜

或者凹透镜与雾视凸透镜的宽度比为6：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雾视凸

透镜附加基底向内的棱镜。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雾视凸

透镜与其附加的棱镜为一体式浇注，雾视凸透镜和上部光区的平光镜或者凹透镜为一体式

浇注。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棱镜中

间厚两边薄使光线向中间集中。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镜框

上设置有距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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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眼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

背景技术

[0002] 青少年的近视眼的大都由于用眼距离过近。据有关资料报道，青少年近视眼以长

期用眼距离过近引起者为多见。青少年眼睛的调节力很强，当书本与眼睛的距离达7-10厘

米时仍能看清物体，但如果经常以此距离看书，写字就会使眼睛的调节异常紧张，从而可形

成屈折性（调节性）近视，所谓的假性近视。如果长期调节过度，使睫状肌不能灵活伸缩，由

于调节过度而引起辐辏作用加强，使眼外肌对眼球施加压力，眼内压增高，眼内组织充血，

加上青少年眼球组织娇嫩，眼球壁受压渐渐延伸，眼球前后轴变长，超过了正常值就形成了

轴性近视眼，所谓真性近视。

[0003]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越来越高，近视低龄化越来越严重，如何预防近视成为社会问

题。视治疗法是指当出现早期近视时（甚至未出现近视时），近视患者可在看近时（比如读

书、用计算机），配戴正视镜（凸透镜）眼镜，来舒缓看近时眼睛的调节压力，戴着正视镜看近

的东西有放大效果，但戴着正视镜看远景物会更加不清，如像云雾中，故这个方法称为雾视

治疗法，又称云雾法。

[0004] 传统雾视眼镜为一个凸透镜，由于其光学原理戴着正视镜看远景物会不清，如像

云雾中，这样就无法开清黑板，所以不适合学生上课佩戴，只适合在家做作业时佩戴，而且

只能够起到预防作用，无法矫治。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种利用雾视原理进行预防和矫治近视的眼镜。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包括镜框、

镜腿和镜片，所述镜片分为两个光区，一个光区为平光镜或者凹透镜，另一个光区为雾视凸

透镜，镜片的形状为圆形，镜片与镜框间隙配合使镜片能够转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镜片外圆周面上设置有凸起，镜框内设置有与之对应的环形凹槽，

镜片卡在镜框里可转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镜片外端设置有一个手柄，镜框左右两个分别设置有一个容纳手

柄的卡槽，手柄卡在卡槽里时，镜片刚好旋转180°，使两个光区上下调换位置。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镜框为大半圆弧的半包结构，镜片的一段圆弧露在镜框外可供佩

戴者拨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镜框沿圆周方向均布有两个凹槽，镜片上设置有对应的凸起，使镜

片的凸起卡在凹槽时刚好旋转180°，两个光区上下调换位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平光镜或者凹透镜与雾视凸透镜的宽度比为6：4。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雾视凸透镜附加基底向内的棱镜。

[0013] 进一步地，所述雾视凸透镜与其附加的棱镜为一体式浇注，雾视凸透镜和上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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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平光镜或者凹透镜为一体式浇注。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棱镜中间厚两边薄使光线向中间集中，可减轻看近时所需的眼睛

集合力，有效较少看近时的疲劳。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镜框上设置有距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分别检测佩戴者看书距

离和看书姿势，纠正看书姿态，减少近视的发生。

[0016] 本实用新型的雾视眼镜分为两个光区，近视患者佩戴的镜片一半凹透镜一半凸透

镜，预防近视患者佩戴的镜片一半平光镜一半凸透镜，镜片可以旋转使两个光区能够上下

调换位置，青少年上课佩戴时凸透镜在下看书，利用凸透镜来舒缓看近时的眼镜的调节压

力，凹透镜在上看黑板看得清；下课时凸透镜在上看远处放松睫状肌，凹透镜在下不影响看

路走动，并设置有距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纠正佩戴者的看书姿势；一镜多用，能够适应佩

戴者不同时间段的佩戴需求，方便佩戴者长期佩戴，在佩戴过程中缓解眼睛疲劳，能够有效

预防和矫治近视。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俯视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图2的A局部放大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棱镜使光线集中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另一种实施方式的主视图。

[0022] 图中：1-镜框、2-镜腿、3-镜片、31-平光镜、32-雾视凸透镜、33-凹透镜、4-手柄、5-

卡槽、6-棱镜。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4] 具体实施例1。

[0025] 如图1至图3所示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包括镜框1、镜腿2和镜片3，

所述镜片3分为两个光区，一个光区为平光镜31，另一个光区为雾视凸透镜32，镜片3的形状

为圆形，镜片3外圆周面上设置有凸起，镜框1内设置有与之对应的环形凹槽，镜片3卡在镜

框1里可转动。使用时青少年佩戴该雾视眼镜，从雾视凸透镜32看书，利用雾视原理来舒缓

看近时眼睛的调节压力，从平光镜31看黑板不影响上课，能够预防近视的发生；下课时，将

镜片旋转180°使雾视凸透镜32在上看远处放松睫状肌，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平光镜31在下

不影响看路走动。

[0026] 优选地，镜片3外端设置有一个手柄4，镜框1左右两个分别设置有一个容纳手柄4

的卡槽5，手柄4卡在卡槽5里时，镜片3刚好旋转180°，使两个光区上下调换位置。

[0027] 优选地，平光镜31与雾视凸透镜32的宽度比为6：4，雾视凸透镜32宽度较小只起到

辅助放松作用，平光镜31宽度较大方便走路看黑板。

[0028] 如图4所示，雾视凸透镜32附加基底向内的棱镜6，棱镜6中间厚两边薄使光线向中

间集中，可减轻看近时所需的眼睛集合力，有效较少看近时的疲劳，减少斗鸡眼的形成。

[0029] 优选地，雾视凸透镜32与其附加的棱镜6为一体式浇注，雾视凸透镜32和平光镜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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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体式浇注为一体式浇注，一体化设计使镜片3看起来更平滑完整，不宜碎裂。

[0030] 优选地，镜框1上设置有距离传感器和角度传感器，分别检测佩戴者看书距离和看

书姿势，纠正看书姿态，减少近视的发生。

[0031] 具体实施例2。

[0032] 如图5所示一种矫治防为一体的智能雾视眼镜，包括镜框1、镜腿2和镜片3，所述镜

片3分为两个光区，由于佩戴者有假性近视，一个光区为凹透镜33，另一个光区为雾视凸透

镜32，镜片3的形状为圆形，镜片3外圆周面上设置有凸起，镜框1内设置有与之对应的环形

凹槽，镜片3卡在镜框1里可转动。使用时青少年佩戴该雾视眼镜，从雾视凸透镜32看书，利

用雾视原理来舒缓看近时眼睛的调节压力，从凹透镜33看黑板不影响上课，能够有效缓解

眼部压力的发生；下课时，将镜片旋转180°使雾视凸透镜32在上看远处放松睫状肌，能够有

效矫治近视，凹透镜33在下不影响看路走动。

[0033] 镜框1为大半圆弧的半包结构，镜片3的一段圆弧露在镜框外可供佩戴者拨动，镜

框1沿圆周方向均布有两个凹槽，镜片3上设置有对应的凸起，使镜片3的凸起卡在凹槽时刚

好旋转180°，两个光区上下调换位置；其他特征与具体实施例1相同不再详述。

[0034] 本实用新型一镜多用，能够适应佩戴者不同时间段的佩戴需求，方便佩戴者长期

佩戴，在佩戴过程中缓解眼睛疲劳，能够有效预防和矫治近视。

[0035] 具体实施方式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说明而非限制，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实质内容的情况下对结构做进一步变换，而所有这些变换都应属于

本实用新型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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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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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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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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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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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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