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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眼镜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眼镜技术领域，尤其是公开

了一种眼镜腿，包括可铰接在镜框主体两侧的镜

框臂，所述镜框臂端部插接有中部镜腿并利用手

拧螺钉固定，所述中部镜腿中部下端一体成型有

耳部绊耳，所述中部镜腿另一端通过锁紧帽固定

有加长套，所述加长套端部通过固定帽固定有尾

部镜腿，所述尾部镜腿端部嵌套有防滑橡胶套。

有益效果在于：结构新颖，镜腿长度可根据头型

调节，可以安装在不同类型的眼镜框配套使用；

利用头后部和耳朵来对眼镜进行固定，减少鼻梁

的受力，从而减轻或消除鼻托对鼻梁的压力，提

高眼镜佩戴时的舒适度；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

头型调整镜腿的长度及角度，在佩戴后进行蹦跳

等活动时，眼镜不易松动，可以避免剧烈运动时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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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包括可铰接在镜框主体(1)两侧的镜框臂(2)，所述镜框臂

(2)端部插接有中部镜腿(4)并利用手拧螺钉(3)固定，所述手拧螺钉(3)通过螺纹安装在所

述镜框臂(2)端部侧壁上，所述中部镜腿(4)中部下端一体成型有耳部绊耳(41)，所述中部

镜腿(4)另一端通过锁紧帽(6)固定有加长套(5)，所述加长套(5)端部通过固定帽(7)固定

有尾部镜腿(8)，所述尾部镜腿(8)端部嵌套有防滑橡胶套(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部镜腿(4)两端外壁上镌刻

有指示刻度(4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长套(5)滑动嵌套在所述中

部镜腿(4)一端，所述加长套(5)与所述中部镜腿(4)安装的一端设置有第一螺纹接头(51)，

所述第一螺纹接头(51)外圆上开设有若干道开口槽(52)，所述锁紧帽(6)通过螺纹安装在

所述第一螺纹接头(51)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锁紧帽(6)的外径不超过所述

加长套(5)的外径，所述锁紧帽(6)中央成型有锥形阶梯孔(61)，所述锥形阶梯孔(61)的中

部为锥形孔，所述锥形阶梯孔(61)两端为圆孔，所述锥形阶梯孔(61)的小端直径大于所述

中部镜腿(4)的直径，所述锥形阶梯孔(61)的大端成型有与所述第一螺纹接头(51)配合安

装的螺纹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加长套(5)另一端设置有第二

螺纹接头(53)，所述加长套(5)内部靠近所述第二螺纹接头(53)的一端焊接有限位板(54)，

所述固定帽(7)通过螺纹安装在所述第二螺纹接头(53)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帽(7)内侧加工成型有第

一齿圈(71)，所述尾部镜腿(8)插入所述固定帽(7)的一端一体成型有端部帽头(81)，所述

端部帽头(81)朝向所述第一齿圈(71)的一侧成型有与所述第一齿圈(71)啮合的第二齿圈

(82)，所述限位板(54)与所述端部帽头(81)之间设置有压缩弹簧(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板(54)朝向所述固定帽

(7)的一端中央成型有限位柱(55)，所述端部帽头(81)朝向所述限位板(54)的一端中央成

型有内凹固定槽(83)，所述压缩弹簧(10)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限位柱(55)外部和所述内凹

固定槽(83)内部。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尾部镜腿(8)为曲型结构，所述

防滑橡胶套(9)与所述尾部镜腿(8)胶粘固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橡胶套(9)端部为倾斜的

扁平结构，所述防滑橡胶套(9)朝向头皮的一侧设置有防滑梳齿(9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眼镜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滑橡胶套(9)端部为竖直的

扁平结构，所述防滑橡胶套(9)朝向下方的一侧成型有梳齿槽(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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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眼镜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眼镜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眼镜腿。

背景技术

[0002] 眼镜是镶嵌在框架内的透镜镜片，戴在眼睛前方，以改善视力、保护眼睛或作装饰

用途。镜可矫正多种视力问题，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老花或斜视、弱视等。

[0003] 眼镜由镜片、镜架组成。分近视眼镜、远视眼镜、老花镜及散光眼镜、平光眼镜、电

脑护目镜、护目镜、泳镜、夜视镜、电竞游戏护目镜、电竞护目镜、风镜、墨镜、玩具眼镜、太阳

眼镜15种。亦有特制眼镜供观看3D立体影像或虚拟真实影像。眼镜的其他种类包括护目镜，

太阳镜，游泳镜等，为眼睛提供各种保护。

[0004] 现有的眼镜依靠鼻托对镜架进行支撑，利用镜腿钩挂在耳朵上将防止眼镜掉落，

这种眼镜长时间佩戴后鼻梁比较疼痛，而且佩戴时容易松动，当佩戴者进行跳跃等活动时

眼镜容易脱落，很不方便。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出一种眼镜腿。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眼镜腿，包括可铰接在镜框主体两侧的镜框臂，所述镜框臂端部插接有中部

镜腿并利用手拧螺钉固定，所述手拧螺钉通过螺纹安装在所述镜框臂端部侧壁上，所述中

部镜腿中部下端一体成型有耳部绊耳，所述中部镜腿另一端通过锁紧帽固定有加长套，所

述加长套端部通过固定帽固定有尾部镜腿，所述尾部镜腿端部嵌套有防滑橡胶套。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中部镜腿两端外壁上镌刻有指示刻度。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加长套滑动嵌套在所述中部镜腿一端，所述加长套与所述中部镜

腿安装的一端设置有第一螺纹接头，所述第一螺纹接头外圆上开设有若干道开口槽，所述

锁紧帽通过螺纹安装在所述第一螺纹接头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锁紧帽的外径不超过所述加长套的外径，所述锁紧帽中央成型有

锥形阶梯孔，所述锥形阶梯孔的中部为锥形孔，所述锥形阶梯孔两端为圆孔，所述锥形阶梯

孔的小端直径大于所述中部镜腿的直径，所述锥形阶梯孔的大端成型有与所述第一螺纹接

头配合安装的螺纹槽。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加长套另一端设置有第二螺纹接头，所述加长套内部靠近所述第

二螺纹接头的一端焊接有限位板，所述固定帽通过螺纹安装在所述第二螺纹接头上。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固定帽内侧加工成型有第一齿圈，所述尾部镜腿插入所述固定帽

的一端一体成型有端部帽头，所述端部帽头朝向所述第一齿圈的一侧成型有与所述第一齿

圈啮合的第二齿圈，所述限位板与所述端部帽头之间设置有压缩弹簧。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限位板朝向所述固定帽的一端中央成型有限位柱，所述端部帽头

朝向所述限位板的一端中央成型有内凹固定槽，所述压缩弹簧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限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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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和所述内凹固定槽内部。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尾部镜腿为曲型结构，所述防滑橡胶套与所述尾部镜腿胶粘固定。

[0015]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橡胶套端部为倾斜的扁平结构，所述防滑橡胶套朝向头皮的

一侧设置有防滑梳齿。

[0016] 进一步的，所述防滑橡胶套端部为竖直的扁平结构，所述防滑橡胶套朝向下方的

一侧成型有梳齿槽。

[0017]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结构新颖，镜腿长度可根据头型

调节，可以安装在不同类型的眼镜框配套使用；利用头后部两侧/头顶后部和耳朵来对眼镜

进行固定，减少鼻梁的受力，从而减轻或消除鼻托对鼻梁的压力，提高眼镜佩戴时的舒适

度；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型调整镜腿的长度及角度，在佩戴后进行蹦跳等活动时，眼镜

不易松动，可以避免剧烈运动时脱落，使用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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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一立体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二主视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三主视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加长套剖视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锁紧帽剖视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尾部镜腿固定结构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26] 1、镜框主体；2、镜框臂；3、手拧螺钉；4、中部镜腿；41、耳部绊耳；42、指示刻度；5、

加长套；51、第一螺纹接头；52、开口槽；53、第二螺纹接头；54、限位板；55、限位柱；6、锁紧

帽；61、锥形阶梯孔；7、固定帽；71、第一齿圈；8、尾部镜腿；81、端部帽头；82、第二齿圈；83、

内凹固定槽；9、防滑橡胶套；91、防滑梳齿；92、梳齿槽；10、压缩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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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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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实施例一：

[0029] 如图1、图4‑图6所示，一种眼镜腿，包括可铰接在镜框主体1两侧的镜框臂2，镜框

臂2端部插接有中部镜腿4并利用手拧螺钉3固定，手拧螺钉3通过螺纹安装在镜框臂2端部

侧壁上，通过拧动手拧螺钉3可以调节中部镜腿4插入镜框臂2的深度，进而调节中部镜腿4

露出镜框臂2的长度，中部镜腿4中部下端一体成型有耳部绊耳41，用于卡在耳朵上耳根处，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3457569 U

4



便于眼镜的固定，中部镜腿4另一端通过锁紧帽6固定有加长套5，中部镜腿4端部插接在加

长套5内部，通过锁紧帽6可以调节中部镜腿4插入加长套5内部的长度，从而调节耳朵后端

镜腿的长短，加长套5端部通过固定帽7固定有尾部镜腿8，尾部镜腿8端部嵌套有防滑橡胶

套9，尾部镜腿8为曲型结构，便于贴合头部进行固定，防滑橡胶套9与尾部镜腿8胶粘固定，

利用防滑橡胶套9增加摩擦力，提高眼镜固定的牢靠度，避免眼镜松动。

[0030] 本实施例中，加长套5滑动嵌套在中部镜腿4一端，加长套5与中部镜腿4安装的一

端设置有第一螺纹接头51，第一螺纹接头51外圆上开设有若干道开口槽52，锁紧帽6通过螺

纹安装在第一螺纹接头51上，锁紧帽6的外径不超过加长套5的外径，锁紧帽6中央成型有锥

形阶梯孔61，锥形阶梯孔61的中部为锥形孔，锥形阶梯孔61两端为圆孔，锥形阶梯孔61的小

端直径大于中部镜腿4的直径，锥形阶梯孔61的大端成型有与第一螺纹接头51配合安装的

螺纹槽，加长套5另一端设置有第二螺纹接头53，加长套5内部靠近第二螺纹接头53的一端

焊接有限位板54，固定帽7通过螺纹安装在第二螺纹接头53上，当锁紧帽6与第一螺纹接头

51不接触时，加长套5可以在中部镜腿4上滑动，当滑动到指定地方后，扭动锁紧帽6，随着螺

纹槽的配合，锁紧帽6逐渐固定在第一螺纹接头51上，此时锥形阶梯孔61的锥形孔碰触到第

一螺纹接头51后并挤压第一螺纹接头51，使得第一螺纹接头51端部发生弹性变形后与中部

镜腿4贴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利用锁紧帽6完成中部镜腿4与加长套5的锁紧固定。

[0031] 本实施例中，固定帽7内侧加工成型有第一齿圈71，尾部镜腿8插入固定帽7的一端

一体成型有端部帽头81，端部帽头81朝向第一齿圈71的一侧成型有与第一齿圈71啮合的第

二齿圈82，限位板54与端部帽头81之间设置有压缩弹簧10，限位板54朝向固定帽7的一端中

央成型有限位柱55，端部帽头81朝向限位板54的一端中央成型有内凹固定槽83，压缩弹簧

10两端分别固定在限位柱55外部和内凹固定槽83内部，当第一齿圈71与第二齿圈82啮合在

一起时，尾部镜腿8与加长套5不可以发生相对转动，当对尾部镜腿8施加力使得第一齿圈71

与第二齿圈82分离后，尾部镜腿8与加长套5可以发生相对转动，使用者可以根据头后部形

状调节尾部镜腿8旋转的角度，从而使得防滑橡胶套9可以与头部贴合在一起，方便眼镜的

固定，当外力消失时，第二齿圈82在压缩弹簧10的作用下重新与第一齿圈71啮合在一起放

置尾部镜腿8继续转动。

[0032] 实施例二：

[0033]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内容与实施例一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

[0034] 本实施例中，防滑橡胶套9端部为倾斜的扁平结构，防滑橡胶套9朝向头皮的一侧

设置有防滑梳齿91，利用防滑梳齿91插入头顶后部的头发内来增加尾部镜腿8固定的牢靠

度。

[0035] 实施例三：

[0036]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内容与实施例一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不同之处在于：

[0037] 本实施例中，防滑橡胶套9端部为竖直的扁平结构，防滑橡胶套9朝向下方的一侧

成型有梳齿槽92，佩戴眼镜时尾部镜腿8向下移动，头后部两侧的头发可以卡在梳齿槽92

内，提高尾部镜腿8固定的牢靠度。

[0038] 实施例四：

[0039] 本实施例内容与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或实施例三的内容大致相同，所不同之处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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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本实施例中，中部镜腿4两端外壁上镌刻有指示刻度42，在调整中部镜腿4露出的

长度时，可以参考指示刻度42实现距离的精确调整。

[0041]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佩戴时，根据佩戴者头部的大小和喜好选择合适大小

合适造型的镜框，将镜框臂2通过螺钉固定在镜框主体1两侧的安装位置，然后扭动手拧螺

钉3后使得中部镜腿4与镜框臂2可以发生相对滑动，从而调节耳部绊耳41距离镜框主体1的

距离，调整完后拧紧手拧螺钉3，然后扭动锁紧帽6后调节中部镜腿4伸入加长套5内部的长

度，从而调节尾部镜腿8距离耳部绊耳41的距离，调整好位置后拧紧锁紧帽6，将眼镜佩戴在

头部，一手捏住加长套5，一手捏住尾部镜腿8后用力使得尾部镜腿8向加长套5方向移动，从

而使得第一齿圈71与第二齿圈82分离，然后旋转尾部镜腿8调整尾部镜腿8的旋转角度使得

防滑橡胶套9贴在头部后侧或后上侧上，松开手指后第二齿圈82在压缩弹簧10的作用下重

新与第一齿圈71啮合在一起，避免尾部镜腿8旋转，所有都调整好后可以将眼镜重新佩戴，

此时防滑橡胶套9与头部贴合在一起，耳部绊耳41紧贴在耳朵上耳根处，利用头后部两侧/

头顶后部和耳朵的支撑完成眼镜的佩戴，减轻鼻梁的负担。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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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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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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