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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

制作方法，制作的太阳镜佩戴舒适度高，基弯与

镜架弯度完美匹配。该方法从光焦度渐变的角度

出发构建一个多焦点镜片，使得镜片分成三个

区。其中，中心部位为圆形的中心定焦区，与中心

定焦区向外周形成环形的渐变区，在渐变区以外

为环形定焦区。其中镜片的渐变区光焦度沿着镜

片子午线及镜片水平轴，按设定的光焦度多项式

从中心定焦区的外边缘至边缘定焦区的内边缘

渐变；然后以人眼中心为原点建立一个三维直角

坐标系，对于渐变区，依据相邻渐变区边缘点切

平面重合的原则，由内至外依序计算渐变区后表

面上所有点的矢高，最后再根据两个定焦区及渐

变区后表面的所有点的矢高数据生成镜片后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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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待制作的镜片划分为三个区：位于所述镜片的中心位置的圆形的中心定焦

区、与所述中心定焦区相连接的环形的渐变区以及与所述渐变区相连接的环形的边缘定焦

区，其中，所述中心定焦区的光焦度为D0，所述边缘定焦区的光焦度为D0+ADD，所述渐变区的

光焦度为ADD，ADD按4阶以上的多项式变化，该多项式为：

其中，Ci为多项式系数，i＝1,2,3,…n1且n1≥4，L为所述渐变区长度，u为所述渐变区内

任意一点的y坐标，D0为所述中心定焦区的光焦度；

步骤2：根据步骤1首先设定一个ADD为4阶以上的多项式，再根据ADD的渐变将所述镜片

构建成一个后表面为自由曲面的镜片，

所述渐变区的光焦度ADD从所述渐变区的内边缘线至所述渐变区的外边缘线沿着镜片

子午线及镜片水平轴，按所述4阶以上的多项式渐变；

步骤3：以人眼中心为原点建立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并使得所述镜片的几何中心落在

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的Z轴上，并且所述镜片子午线与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的Y轴平行，所

述镜片水平轴与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的X轴平行；

步骤4：根据步骤3建立的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计算所述中心定焦区的后表面上所有点

的矢高，设点S0为所述中心定焦区后表面上的任意一点，则S0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其中，RS0为所述中心定焦区的后表面的曲率半径，D0为所述中心定焦区的焦距，n为所

述镜片的折射率，R0为所述镜片的前表面的曲率半径，l0为人眼眼球与所述镜片的后表面之

间的间距，d0为所述中心定焦区的中心厚度，x0为点S0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

y0为点S0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0为点S0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

标，也即点S0的矢高；

步骤5：根据步骤3建立的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所述渐变区，依据所述渐变区的相

邻边缘点切平面重合的原则由内至外依序计算所述渐变区至所述边缘定焦区的后表面上

所有点的矢高，设点Sj为所述渐变区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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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n ,j-1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

轴坐标，yn ,j-1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

坐标，YO,j-1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

系中的Y轴坐标，YO,j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

中的Y轴坐标，ZN ,j-1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

的Z轴坐标，ZO ,j-1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

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j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

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RSj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RSj-1为所述渐

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曲率半径，n为所述镜片的折射率，ADD为所述

渐变区的光焦度，xj-1为点Sj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j-1为点Sj在所述三维直

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 ,j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

轴坐标，也即点Sj的矢高；

步骤6：根据步骤3建立的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所述边缘定焦区，设点Sj+1为所述

边缘定焦区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1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其中，yn,j为所述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

YO ,j+1为所述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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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YO,j为所述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

标，ZN,j为点Sj的矢高，ZO,j为所述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角坐

标系中的Z轴坐标，ZO,j+1为所述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所述三维直

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RSj为所述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RSj+1为所述

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D0+ADD为所述边缘定焦区的光焦度，xj

为点Sj+1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j为点Sj+1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

标，ZN,j+1为所述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在所述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

点Sj+1的矢高；

步骤7：根据计算所得所述边缘定焦区、中心定焦区及所述渐变区的后表面的所有点的

矢高数据，采用插值法生成所述镜片的后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中心定焦区的半径为3～5mm，所述渐变区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之差为15

～20mm，所述边缘定焦区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之差为10～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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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学镜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镜是用来消除不需要的、可能对眼睛有损害的辐射波段，减少进入眼睛的环

境光线强度；提供清晰、舒适的功能性视觉；保持正常的色觉，能迅速、准确地识别交通信号

灯；维持量的暗适应或夜间视觉。太阳镜除了可以减少可见光的辐射强度外，还可以减少紫

外线和红外线辐射。人们在选择太阳镜时，不仅要考虑太阳镜的外在款式，更应该关注其内

在的质量，并且根据不同的环境、用途正确选择太阳镜，避免选择不当影响视力健康和人身

安全。

[0003] 近视者选择太阳镜需要考虑眼镜的光焦度，可以在近视眼外加戴一层太阳镜或者

佩戴一副有光焦度的太阳镜。选择在近视眼镜外加戴一层太阳镜片的好处是简便，缺点是

镜片较重。双层镜片显得累赘，剧烈运动时容易移位或者脱落。佩一副有光焦度的太阳镜，

好处是比较轻巧、美观，容易固定，缺点是对于高度近视来说，这种高度数的太阳镜边缘较

厚，镜片的基弯与镜架弯度不能完美匹配，而且镜片的边缘棱镜像差较大且舒适感不高。传

统方式生产出的大基弯镜片边缘比较厚，严重影响了眼镜的美观，佩戴者不容易接受，并且

由于弧度较大，镜片边缘会产生严重的棱镜现象和像差，佩戴会出现视物不清和呕吐、头晕

等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镜片平缓度好，而且镜

片边缘薄，镜片棱镜度小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片的制作方法。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片的制作方法，具有这样的特征，包括

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将待制作的镜片划分为三个区：位于镜片的中心位置的圆形的中心定焦

区、与中心定焦区相连接的环形的渐变区以及与渐变区相连接的环形的边缘定焦区，其中，

中心定焦区的光焦度为D0，边缘定焦区的光焦度为D0+ADD，渐变区的光焦度为ADD，ADD按4阶

或4阶以上的多项式变化，该多项式为：

[0007]

[0008] 其中，Ci为多项式系数，i＝1,2,3,…n1且n1≥4，L为渐变区长度，u为渐变区内任意

一点的y坐标，D0为中心定焦区的光焦度；

[0009] 步骤2：根据步骤1首先设定一个ADD为4阶或4阶以上的多项式，再根据ADD的渐变

将镜片构建成一个后表面为自由曲面的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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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渐变区的光焦度ADD从渐变区的内边缘线至渐变区的外边缘线沿着镜片子午线及

镜片水平轴，按4阶或4阶以上的多项式渐变；

[0011] 步骤3：以人眼中心为原点建立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并使得镜片的几何中心落在

三维直角坐标系的Z轴上，并且镜片子午线与三维直角坐标系的Y轴平行，镜片水平轴与三

维直角坐标系的X轴平行；

[0012] 步骤4：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计算中心定焦区的后表面上所有点的矢

高，设点S0为中心定焦区后表面上的任意一点，则S0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0013]

[0014] 其中， 为中心定焦区的后表面的曲率半径，D0为中心定焦区的焦距，n为镜片的

折射率，R0为镜片的前表面的曲率半径，l0为人眼眼球与镜片的后表面之间的间距，d0为中

心定焦区的中心厚度，x0为点S0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0为点S0在三维直角坐标

系中的Y轴坐标，Z0为点S0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点S0的矢高；

[0015] 步骤5：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渐变区，依据渐变区的相邻边缘点

切平面重合的原则由内至外依序计算渐变区至边缘定焦区的后表面上所有点的矢高。设点

Sj为渐变区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0016]

[0017]

[0018] 其中，xn ,j-1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

标，yn,j-1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YO,j-1为渐

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YO,j为渐

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 ,j-1为渐变区的任

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 ,j-1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

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j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

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 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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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半径， 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曲率半径，n为镜片的折射

率，ADD为渐变区的光焦度，xj-1为点Sj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j-1为点Sj在三维直

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为渐变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

即点Sj的矢高；

[0019] 步骤6：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边缘定焦区，设点Sj+1为边缘定焦

区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1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0020]

[0021]

[0022] 其中，yn ,j为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

YO,j+1为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YO,j

为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为点Sj的矢

高，ZO ,j为渐变区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 ,j+1为

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 为渐变

区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 为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

曲率半径，D0+ADD为边缘定焦区的光焦度，xj为点Sj+1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j为

点Sj+1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1为边缘定焦区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在三维直角

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点Sj+1的矢高；

[0023] 步骤7：根据计算所得边缘定焦区、中心定焦区及渐变区的后表面的所有点的矢高

数据，采用插值法生成镜片的后表面。

[0024] 在本发明提供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中，还可以具有这样的特征：

其中，中心定焦区的半径为3～5mm，渐变区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之差为15～20mm，边缘定

焦区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之差为10～15mm。

[0025] 发明的作用与效果

[0026] 本发明所涉及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片的制作方法将自由曲面技术引入到大

基弯太阳镜制作中，不仅能解决大多数太阳镜的镜片由于大弧度镜片带来的光线扭曲，而

且能够减少镜片的边缘像差，从而使佩戴者获得清晰的视觉体验。

[0027] 本发明所涉及的大基弯镜片可以解决时尚的眼镜族对大框太阳镜的需求，戴上有

度数的太阳镜，在开车、户外活动时可以不惧怕反射光和眩光，在强光下保持清晰视觉，时

尚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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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镜片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以下实

施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作具体阐述。

[0030] 本实施例中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镜片的结构示意图。

[0032] 步骤1：如图1所示，将待制作的镜片100划分为三个区：中心定焦区10、渐变区20及

边缘定焦区30。

[0033] 中心定焦区10位于镜片100的中心位置，呈圆形，中心定焦区10的半径a1为3～

5mm。在本实施例中a1采用5mm。中心定焦区10的光焦度为D0。

[0034] 渐变区20与中心定焦区10相连接，呈环形，渐变区20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之差

a2为15～20mm。在本实施例中a2采用15mm。渐变区20的光焦度为ADD。ADD按4阶或4阶以上的

多项式变化，该多项式为：

[0035]

[0036] 其中，Ci为多项式系数，i＝1,2,3,…n1且n1≥4，L为渐变区20长度，u为渐变区20内

任意一点的y坐标，D0为中心定焦区10的光焦度。

[0037] 边缘定焦区30与渐变区20相连接，呈环形，边缘定焦区30的外圆半径与内圆半径

之差a3为10～15mm。在本实施例中a3采用10mm。边缘定焦区30的光焦度为D0+ADD。

[0038] 步骤2：根据步骤1首先设定一个ADD为4阶或4阶以上的多项式，再根据ADD的渐变

将镜片100构建成一个后表面为自由曲面的镜片，

[0039] 渐变区20的光焦度ADD从渐变区20的内边缘线至渐变区20的外边缘线沿着镜片子

午线40及镜片水平轴50，按4阶或4阶以上的多项式渐变。

[0040] 步骤3：以人眼中心为原点建立一个三维直角坐标系，并使得镜片的几何中心落在

三维直角坐标系的Z轴上，并且镜片子午线40与三维直角坐标系的Y轴平行，镜片水平轴50

与三维直角坐标系的X轴平行。

[0041] 步骤4：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计算中心定焦区10的后表面上所有点的

矢高，设点S0为中心定焦区10后表面上的任意一点，则S0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0042]

[0043] 其中， 为中心定焦区10的后表面的曲率半径，D0为中心定焦区10的焦距，n为镜

片100的折射率，R0为镜片100的前表面的曲率半径，l0为人眼眼球与镜片100的后表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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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距，d0为中心定焦区10的中心厚度，x0为点S0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坐标，y0为点S0

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0为点S0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点S0的矢

高。

[0044] 步骤5：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渐变区20，依据渐变区20的相邻边

缘点切平面重合的原则由内至外依序计算渐变区20至边缘定焦区30的后表面上所有点的

矢高。设点Sj为渐变区20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0045]

[0046]

[0047] 其中，xn ,j-1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轴

坐标，yn,j-1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YO,j-1

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

YO,j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1为渐

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内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 ,j-1为渐变区20的

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ZO,j为渐变区20

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 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

Sj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 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内侧边缘点的曲率

半径，n为镜片100的折射率，ADD为渐变区20的光焦度，xj-1为点Sj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X

轴坐标，yj-1为点Sj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在三

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点Sj的矢高。

[0048] 步骤6：根据步骤3建立的三维直角坐标系，对于边缘定焦区30，设点Sj+1为边缘定

焦区30的后表面上任意一点，则Sj+1的矢高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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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0051] 其中，yn ,j为渐变区20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

YO ,j+1为边缘定焦区30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

YO,j为渐变区20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为点Sj

的矢高，ZO ,j为渐变区20的点Sj所对应外侧边缘点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

ZO ,j+1为边缘定焦区30的任一点Sj+1所对应后表面的球心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

为渐变区20的任一点Sj所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 为边缘定焦区30的任一点Sj+1所

对应后表面的曲率半径，D0+ADD为边缘定焦区30的光焦度，xj为点Sj+1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

的X轴坐标，yj为点Sj+1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Y轴坐标，ZN,j+1为边缘定焦区30的任一点Sj+1

所对应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中的Z轴坐标，也即点Sj+1的矢高。

[0052] 步骤7：根据边缘定焦区30、中心定焦区10及渐变区20的后表面的所有点的矢高数

据，采用插值法生成镜片100的后表面，制作而成的镜片100的后表面为自由曲面。

[0053] 实施例的作用与效果

[0054]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大基弯自由曲面太阳镜片的制作方法将自由曲面技术引入到

大基弯太阳镜制作中，不仅能解决大多数太阳镜的镜片由于大弧度镜片带来的光线扭曲，

而且能够减少镜片的边缘像差，从而使佩戴者获得清晰的视觉体验。

[0055] 本实施例所涉及的大基弯镜片可以解决时尚的眼镜族对大框太阳镜的需求，戴上

有度数的太阳镜，在开车、户外活动时可以不惧怕反射光和眩光，在强光下保持清晰视觉，

时尚又健康。

[0056] 上述实施方式为本发明的优选案例，并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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