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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眼镜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调节眼镜，涉及眼镜

的技术领域，包括镜框、鼻托、调节镜片、镜腿、镜

腿保持带；通过凸透镜片让佩戴者看近处不产生

劳累感，将看近处产生对视力的破坏，转化成望

远放松；黄色的镜片可以吸收紫外线及蓝光；丙

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可以起到防尘，

加强硬度的作用；左眼镜框与右眼镜框通过连接

件铰接，便于携带和调节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的

间距，通过镜腿保持带可以更好保证镜腿与耳朵

的连接，由于镜腿保持带与镜腿是可拆卸连接，

便于携带和安装使用；缓解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

镜片的功能单一、加大青少年眼睛调节力，让青

少年眼睛劳累、镜片硬度小和眼镜笨重，佩戴产

生不适以及眼镜会出现佩戴不紧，掉落损坏的技

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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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包括：镜框、鼻托、调节镜片、镜腿、镜腿保持带；

所述调节镜片为黄色凸透镜片，所述调节镜片前表面上镀有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

合加硬膜；

所述镜框包括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所述左眼镜框与所述右眼镜框通过连接件铰接，

以使所述左眼镜框和所述右眼镜框相对转动；

所述鼻托位于所述左眼镜框和所述右眼镜框之间，且所述鼻托分别与所述左眼镜框和

所述右眼镜框连接；

所述镜腿保持带包括保持部和第一连接部；所述保持部的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部连

接，所述保持部远离所述第一连接部的一端设置有嵌合槽，所述镜腿可插设于所述嵌合槽

内，以使所述镜腿与所述保持部卡接；

所述保持部的材料为柔性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

膜上镀有防水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

膜厚度范围为3-5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镜片的材料为树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嵌合槽沿着所述保持部靠近镜腿

的一端至另一端的宽地逐渐减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持部靠近镜腿的一端设置有卡

合部，所述镜腿靠近所述镜框的一端设置有卡合槽，所述卡合部可与所述卡合槽配合连接，

以使所述镜腿与所述保持部卡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扣；

所述镜腿保持带设置有两个，两个所述镜腿保持带分别与两侧的所述镜腿连接，两个

所述第一连接部分别与所述连接扣连接，以使两个所述镜腿保持带和所述连接扣形成环

形；

所述连接扣可调节长度，以通过所述连接扣调节所述环形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

接件，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分别与所述左眼镜框和所述右眼镜框连接，所述

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可相对转动；且所述第一连接件与所述第二连接件可拆卸连

接，以通过所述第一连接件和所述第二连接件调节所述左眼镜框和所述右眼镜框连接和分

离。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副眼镜；

所述副眼镜设置于所述镜框的前方，所述副眼镜包括副镜框、副镜片和连接副镜框的

副中梁；所述副镜框与所述镜框形状相配合；

所述连接件上设置有第一磁体、所述副中梁上设置有第二磁体，所述第一磁体与所述

第二磁体位置对应，且所述第一磁体与所述第二磁体均为弧形磁体，所述第一磁体与所述

第二磁体贴合，以限定所述副眼镜框与所述镜框的间距；

所述副镜框与所述镜框通过第二连接部连接，所述第二连接部与所述副镜框与所述镜

框分别为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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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调节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连接部设置有多个，每个所

述第二连接部设置为铰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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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眼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眼镜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调节眼镜。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眼镜大多是为了使近视患者看得更清楚这一个作用，其镜片采

用凹透镜，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对眼镜产生依赖，使用时间越久，近视程度越深，陷入更换

眼镜，近视程度加深的恶性循环中，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眼镜使用年限较短，还有很大的机

会可以恢复视力，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成年后眼睛变形，近视程度完全无法恢复的状况；人

们渴望出现一种能够控制孩子眼镜度数增长，可有效控制真性近视、治疗假性近视，提升使

用者舒适感的眼镜。

[0003] 但是，在现有技术中，镜片的功能很单一，不能提高孩子看事物的视觉敏锐度，不

能增强透光率，在夜间会加大青少年眼睛调节力，让青少年眼睛劳累，普通眼镜片硬度较

小，镜片表明容易变脏。

[0004] 另外，现有技术中眼镜较为笨重，佩戴久了会使鼻子以及耳朵承受的压力较大，产

生不适的反应；而且镜腿的张合度一般是固定的，当出汗或者运动时，眼镜会有佩戴不紧，

掉落损坏的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调节眼镜，以缓解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镜片的功能

单一、加大青少年眼睛调节力，让青少年眼睛劳累、镜片硬度小和眼镜笨重，佩戴产生不适

以及眼镜会出现佩戴不紧，掉落损坏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调节眼镜，包括：镜框、鼻托、调节镜片、镜腿、镜腿保持带；

[0007] 调节镜片为黄色凸透镜片，调节镜片前表面上镀有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

硬膜；

[0008] 镜框包括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左眼镜框与右眼镜框通过连接件铰接，以使左眼

镜框和右眼镜框相对转动；

[0009] 鼻托位于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之间，且鼻托分别与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连接；

[0010] 镜腿保持带包括保持部和第一连接部；保持部的一端与第一连接部连接，保持部

远离第一连接部的一端设置有嵌合槽，镜腿可插设于嵌合槽内，以使镜腿与保持部卡接；

[0011] 保持部的材料为柔性材料。

[0012] 进一步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上镀有防水膜。

[0013] 进一步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厚度范围为  3-5μm。

[0014] 进一步地，调节镜片的材料为树脂。

[0015] 进一步地，嵌合槽沿着保持部靠近镜腿的一端至另一端的宽地逐渐减小。

[0016] 进一步地，保持部靠近镜腿的一端设置有卡合部，镜腿靠近镜框的一端设置有卡

合槽，卡合部可与卡合槽配合连接，以使镜腿与保持部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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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调节眼镜，还包括连接扣；

[0018] 镜腿保持带设置有两个，两个镜腿保持带分别与两侧的镜腿连接，两个第一连接

部分别与连接扣连接，以使两个镜腿保持带和连接扣形成环形；

[0019] 连接扣可调节长度，以通过连接扣调节环形的直径。

[0020] 进一步地，连接件包括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分别

与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连接，第一连接件与第二连接件可相对转动；且第一连接件与第二

连接件可拆卸连接，以通过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调节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连接和分

离。

[0021]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调节眼镜，还包括副眼镜；

[0022] 副眼镜设置于镜框的前方，副眼镜包括副镜框、副镜片和连接副镜框的副中梁；副

镜框与镜框形状相配合；

[0023] 连接件上设置有第一磁体、副中梁上设置有第二磁体，第一磁体与第二磁体位置

对应，且第一磁体与第二磁体均为弧形磁体，第一磁体与第二磁体贴合，以限定副眼镜框与

镜框的间距；

[0024] 副眼镜框与镜框通过第二连接部连接，第二连接部与副眼镜框与镜框分别为可拆

卸连接。

[0025] 进一步地，第二连接部设置有多个，每个第二连接部设置为铰接件。

[002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调节眼镜，包括：镜框、鼻托、调节镜片、镜腿、镜腿保持带；

调节镜片为黄色凸透镜片，调节镜片前表面上镀有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通

过凸透镜片可以让佩戴者看近处睫状肌不紧张，不产生劳累感，将看近处产生对视力的破

坏，转化成望远放松；黄色的镜片可以吸收紫外线及蓝光；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

膜可以起到防尘，加强硬度的作用；镜框包括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左眼镜框与右眼镜框通

过连接件铰接，以使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相对转动，便于携带和调节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

的间距，鼻托位于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之间，且鼻托分别与左眼镜框和右眼镜框连接；镜腿

保持带包括保持部和第一连接部；保持部的一端与第一连接部连接，保持部远离第一连接

部的一端设置有嵌合槽，镜腿可插设于嵌合槽内，以使镜腿与保持部卡接；保持部的材料为

柔性材料，可以增加佩戴者的舒适度；通过镜腿保持带可以更好保证镜腿与耳朵的连接，而

且由于镜腿保持带与镜腿是可拆卸连接，当镜腿较滑或者在运动时，可以将镜腿保持带佩

戴，缓解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镜片的功能单一、加大青少年眼睛调节力，让青少年眼睛劳

累、镜片硬度小和眼镜笨重，佩戴产生不适以及眼镜会出现佩戴不紧，掉落损坏的技术问

题；实现了调节眼镜多功能使用，使得设计更加合理，更加实用。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

具体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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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附图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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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带有连接扣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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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连接件分离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带有副眼镜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副眼镜与镜框贴合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6为图5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局部放大图。

[0034] 图标：100-镜框；101-左眼镜框；102-右眼镜框；200-鼻托；300-  调节镜片；400-镜

腿；500-镜腿保持带；501-保持部；502-第一连接部；600-连接件；601-第一连接件；602-第

二连接件；700-卡合部；  800-连接扣；900-副眼镜；901-副镜框；902-副镜片；903-副中梁；

110-第一磁体；120-第二磁体；130-第二连接部。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

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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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

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6]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如出现术语“中心”、“上”、“下”、“左”、

“右”、“竖直”、“水平”、“内”、“外”等，其所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

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

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此外，如出现术语“第一”、“第二”、“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

重要性。

[003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如出现术语

“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

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

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

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38] 图1为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其中，左眼镜框101与右眼镜

框102通过连接件600铰接，镜腿400可插设于嵌合槽内。

[0039] 图2为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带有连接扣的结构示意图；其中，两个第一连接

部502分别与连接扣800连接，以使两个镜腿保持带500和连接扣800形成环形。

[0040] 图3为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连接件分离的结构示意图；其中，连接件600包

括第一连接件601和第二连接件602，第一连接件  601与第二连接件602可拆卸连接。

[0041] 图4为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带有副眼镜的结构示意图；其中，连接件600上

设置有第一磁体110、副中梁903上设置有第二磁体120，第一磁体110与第二磁体120位置对

应。

[0042] 图5为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副眼镜与镜框贴合的结构示意图；其中，副眼镜

900框与镜框100通过第二连接部130连接，第二连接部130与副眼镜900框与镜框100分别为

可拆卸连接。

[0043] 图6为图5提供的调节眼镜的局部放大图。

[0044] 如图1-6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调节眼镜，包括：镜框100、鼻托200、调节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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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镜腿400、镜腿保持带500；调节镜片300  为黄色凸透镜片，调节镜片300前表面上镀有

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  复合加硬膜；镜框100包括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左眼镜框 

101与右眼镜框102通过连接件600铰接，以使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相对转动；鼻托

200位于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之间，且鼻托200分别与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连

接；镜腿保持带  500包括保持部501和第一连接部502；保持部501的一端与第一连接部502

连接，保持部501远离第一连接部502的一端设置有嵌合槽，镜腿400可插设于嵌合槽内，以

使镜腿400与保持部501卡接；保持部501的材料为柔性材料。

[0045] 其中，调节镜片300是根据雾视原理设置的，雾视原理是让近视者在观看近物如做

功课、阅读及看电脑时，配戴一幅正视眼镜，即俗称的老花眼镜，令眼睛在看近物时，也像是

在看远景般感觉舒服自然，保持松驰状态，以减轻眼睛的负担。就算是长时间观看近物，眼

睛也不会像以前般疲累。当使用者者观看远物时，戴上本申请所述的调节眼镜，可以让视力

恢愎清晰，眼球不必再刻意拉长以迁就视线，减少近视加深的机会。而传统近视眼睛治疗法

的原理则是当近视者戴上度数合适的负镜，即近视眼镜，观看远景时，远方的平行光经过负

镜变成散射光，令远方景物的影像准确落在使用者的远点上，令使用者的视力回复清晰。如

果使用者戴上以凹透镜或负镜制成的负镜观看近物，即传统近视眼睛治疗法，视野只会近

上加近，眼球需加倍调节才能配合焦点。因此，戴上负镜做功课或阅读时，眼睛比不戴负镜

时更疲累。这也是造成长时间戴负镜，度数反而增加的原因。

[0046] 黄色的镜片可吸收100％的紫外线，并且可让红外线和大多数的可见光穿透镜片，

黄色镜片最大的特点在于吸收了大部份的蓝光，黄色镜片吸收了蓝光以后，可以使自然界

的景物更清楚，增强夜间视力能力，提高眼睛对事物的捕捉能力，提高视觉敏锐度。现有技

术中为了解决蓝光吸收的问题常常在调节镜片300上镀一层反光膜，这种反光膜价格昂贵，

镀膜工艺复杂，选用黄色的镜片省去镀膜的步骤即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0047] 聚氨酯丙烯酸酯(PUA)的分子中含有丙烯酸官能团和氨基甲酸酯键，固化后的胶

黏剂具有聚氨酯的高耐磨性、粘附力、柔韧性、高剥离强度和优良的耐低温性能以及聚丙烯

酸酯卓越的光学性能和耐候性，是一种综合性能优良的辐射固化材料，与SiO2复合镀在调

节镜片300表面可以有效加强调节镜片300的物理强度，还能够起到防尘的效果。

[0048] 另外，左眼镜框101与右眼镜框102通过连接件600铰接，以使左眼镜框101和右眼

镜框102相对转动，方便摘下来放置储存和调节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的间距。

[0049] 保持部501的截面形状可以为多种，例如：矩形、圆形、椭圆形等，较佳地，保持部

501的截面形状为椭圆形。

[0050] 保持部501的柔性材料可以为多种，例如：橡胶、塑胶、软性塑料等，较佳地，保持部

501的材料为橡胶。

[0051] 具体地，作为具有柔性的材料，可以用聚苯乙烯类、聚氨醋类、聚氯乙烯类等热塑

性弹性体，硅橡胶或异戊问二烯橡胶等。

[0052] 进一步地，嵌合槽沿着保持部501靠近镜腿400的一端至另一端的宽地逐渐减小。

[0053] 具体地，保持部501由具有柔软性的材料制成并且在纵长方向上设置嵌合槽，当镜

腿400插设于嵌合槽内，由于嵌合槽沿着保持部  501靠近镜腿400的一端至另一端的宽地逐

渐减小，可以把镜腿400  从嵌合槽内部逐渐夹紧，使得将镜腿400固定在嵌合槽内部更加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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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调节眼镜，包括：镜框100、鼻托200、调节镜片300、镜腿400、

镜腿保持带500；调节镜片300为黄色凸透镜片，调节镜片300前表面上镀有丙烯酸酯聚氨酯

和SiO2复合加硬膜；通过凸透镜片可以让佩戴者看近处睫状肌不紧张，不产生劳累感，将看

近处产生对视力的破坏，转化成望远放松；黄色的镜片可以吸收紫外线及蓝光；丙烯酸酯聚

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可以起到防尘，加强硬度的作用；镜框100包括左眼镜框101和右眼

镜框102，左眼镜框101与右眼镜框102通过连接件600铰接，以使左眼镜框101  和右眼镜框

102相对转动，便于携带和调节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  102的间距，鼻托200位于左眼镜框

101和右眼镜框102之间，且鼻托200分别与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连接；镜腿保持带

500  包括保持部501和第一连接部502；保持部501的一端与第一连接部  502连接，保持部

501远离第一连接部502的一端设置有嵌合槽，镜腿400可插设于嵌合槽内，以使镜腿400与

保持部501卡接；保持部  501的材料为柔性材料，可以增加佩戴者的舒适度；通过镜腿保持

带  500可以更好保证镜腿400与耳朵的连接，而且由于镜腿保持带500  与镜腿400是可拆卸

连接，当镜腿400较滑或者在运动时，可以将镜腿保持带500佩戴，缓解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

镜片的功能单一、加大青少年眼睛调节力，让青少年眼睛劳累、镜片硬度小和眼镜笨重，佩

戴产生不适以及眼镜会出现佩戴不紧，掉落损坏的技术问题；实现了调节眼镜多功能使用，

使得设计更加合理，更加实用。

[0055]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上镀有防

水膜。

[0056] 其中，防水膜通过镀接的方式固定于调节镜片300的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

加硬膜上，保证了调节镜片300的防水功能。

[0057] 防水膜又称憎水膜；是镀一层非常薄并能使调节镜片300表面疏水化的顶膜，水滴

难以在镜片表面停留而自动脱落，起到防水效果。

[0058] 进一步地，丙烯酸酯聚氨酯和SiO2复合加硬膜厚度范围为  3-5μm；既能够有效加

强调节镜片300的硬度，又不会使调节镜片300 过于笨重。

[0059] 进一步地，调节镜片300的材料为树脂。

[0060] 进一步地，保持部501靠近镜腿400的一端设置有卡合部700，镜腿400靠近镜框100

的一端设置有卡合槽，卡合部700可与卡合槽配合连接，以使镜腿400与保持部501卡接。

[0061] 其中，通过将保持部501与镜腿400保持连接的情况下，卡合部  700与卡合槽卡合，

保持部501不易从镜腿400中脱落，可以强化保持部501与镜腿400保持力；进而，也可以在设

置保持部501靠近卡合部700的一端设置有通气孔；通气孔是由于在使卡合部700贴紧地镜

腿400的卡合槽的场合，没有空气的逃路，为了放掉该空气而设置的；进而，该通气孔为了确

认卡合部700与卡合槽的卡合情况而设置。换句话说，如果通气孔被靠近镜腿400前端部的

内侧面完全堵住，则可以确认该内侧面与保持部501的前端部贴紧，卡合部700与卡合槽完

全卡合。

[0062]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提供的调节眼镜，还包括连接扣800；镜腿保持带500设置有

两个，两个镜腿保持带500分别与两侧的镜腿  400连接，两个第一连接部502分别与连接扣

800连接，以使两个镜腿保持带500和连接扣800形成环形；连接扣800可调节长度，以通过连

接扣800调节环形的直径。

[0063] 具体地，连接扣800设置为带扣，第一连接部502设置为连接带，从而可以将第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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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部502取为能够由带扣调节长度，可以根据佩戴者的头部的尺寸调节第一连接部502的长

度，从而可以根据佩戴者的喜好使佩戴感或紧或松。

[0064] 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通过鼻托200位于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之间，镜

腿400可插设于嵌合槽内，以使镜腿400与保持部501卡接；保持部501的材料为柔性材料，可

以增加佩戴者的舒适度；通过镜腿保持带500可以更好保证镜腿400与耳朵的连接，而且由

于镜腿保持带500与镜腿400是可拆卸连接，当镜腿400较滑或者在运动时，可以将镜腿保持

带500佩戴，解决了现有技术中佩戴产生不适以及眼镜会出现佩戴不紧，掉落损坏的技术问

题，使得设计更加完善。

[0065]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连接件600包括第一连接件  601和第二连接件

602，第一连接件601和第二连接件602分别与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连接，第一连接件

601与第二连接件602  可相对转动；且第一连接件601与第二连接件602可拆卸连接，以通过

第一连接件601和第二连接件602调节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  102连接和分离。

[0066] 具体地，第一连接件601合第二连接件602之间设置有螺纹孔，第一连接件601和第

二连接件602之间通过螺柱连接，当需要调节转动时，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相对于转

动即可，当需要将左眼镜框101和右眼镜框102分离时，将螺柱取出，即可将左眼镜框101  和

右眼镜框102分离。

[0067] 进一步地，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还包括副眼镜900；副眼镜900设置于镜框

100的前方，副眼镜900包括副镜框901、副镜片  902和连接副镜框901的副中梁903；副镜框

901与镜框100形状相配合；连接件600上设置有第一磁体110、副中梁903上设置有第二磁体

120，第一磁体110与第二磁体120位置对应，且第一磁体110  与第二磁体120均为弧形磁体，

第一磁体110与第二磁体120贴合，以限定副眼镜900框与镜框100的间距；副眼镜900框与镜

框100  通过第二连接部130连接，第二连接部130与副眼镜900框与镜框  100分别为可拆卸

连接。

[0068] 进一步地，第二连接部130设置有多个，每个第二连接部130 设置为铰接件。

[0069] 其中，副镜片902可以设置为太阳镜片或防辐射镜片或防蓝光镜片或夜视镜片或

光致变色镜片，这样可以根据佩戴者的客观需要选择合适的副眼镜900。

[0070] 通过在连接件600上设置有第一磁体110，副中梁903上设置有第二磁体120，第一

磁体110与第二磁体120均为弧形磁体，使得连接件600和副中梁903的形状相配合，设置在

连接件600和副中梁  903内不会影响连接件600和副中梁903美观程度，第一磁体110和第二

磁体120位置相对应，可以增加相互间的磁性强度。

[0071] 另外，第二连接部130设置为可拆卸的铰接件，可以在第一磁体  110和第二磁体

120固定的基础上，可以将副眼镜900上翻，使副眼镜900稳固地配合在镜框100的上方，防止

副眼镜900丢失。

[0072] 而且，当不需要副眼镜900时，可以将第二连接部130分离，从而可以拆除副眼镜

900或者更换其他功能的副眼镜900。

[0073] 本实施例提供的调节眼镜，通过副眼镜900与镜框100相配合，可以使已经佩戴眼

镜者也方便再佩戴其他功能的眼镜；副眼镜900  框与镜框100形状相配合，可以不影响眼镜

的整体美观程度，适合眼镜佩戴者的要求；当不佩戴副眼镜900时，以把副眼镜900上翻，防

止副眼镜900丢失；或者也可以将副眼镜900与镜框100分离，实现了多种眼镜片的不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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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功能多样、方便使用。

[007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

制；尽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

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实用新

型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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