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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压仪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眼压仪，包括主体单元、检

测单元；主体单元为眼压仪的主机部分；检测单

元可自由移动地载置在主体单元上；检测单元面

向患者的一面设置辅助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设置

检查视窗；辅助检测单元设有与检查视窗同轴心

的检查孔；辅助检测单元可以相对检查视窗旋转

辅助检测单元包括辅助单元壳体、辅助撑开模

组、回转模组；辅助单元壳体与辅助撑开模组连

接；辅助撑开模组通过回转模组相对于检测单元

旋转。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能够控制患者眼睑张

开大小、防止患者眨眼，提高眼压测试过程中的

准确度和测试效率；回转模组保证支撑部正确作

用于眼眶周围的骨骼，而不受鼻梁骨的影响；且

能够自动感应作用压力，能够进行杀毒消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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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眼压仪，包括：主体单元（100）、检测单元（200）；所述主体单元（100）为眼压仪的 

主机部分；所述检测单元（200）可自由移动地载置在主体单元（100）上；其特征在于：所述检 

测单元（200）面向患者的一面设置辅助检测单元（300）；所述检测单元（200）设置检查视窗 

（210）；所述辅助检测单元（300）设有与检查视窗（210）同轴心的检查孔（311）；所述辅助检 

测单元（300）可以相对检查视窗（210）旋转;所述辅助检测单元（300）包括辅助单元壳  体

（310）、辅助撑开模组（320）、回转模组（330）；所述辅助单元壳体（310）与辅助撑开模组 

（320）连接；所述辅助撑开模组（320）通过回转模组（330）相对于检测单元（200）旋转。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辅助撑开模组（320）包括第一撑杆 

（321）、第二撑杆（322）、第一齿轮（323）、第二齿轮（324）、第一电机（325）；所述第一电机 

（325）与辅助单元壳体（310）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325）与第一齿轮（323）连接；所述第 

一齿轮（323）与第二齿轮（324）啮合；所述第一撑杆（321）与第一齿轮（323）连接；所述第二 

齿轮（324）与第二撑杆（322）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撑杆（321）上设置第一齿条 

（3212）；所述第二撑杆（322）上设置第二齿条（3222）；所述第一齿轮（323）与第一齿条 

（3212）啮合，第二齿轮（324）与第二齿条（3222）啮合；当第一电机（325）运转时，通过第一齿 

轮（323）和第二齿轮（324）带动第一撑杆（321）和第二撑杆（322）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撑杆（321）上设置第一支撑部 

（3211）；第二撑杆（322）上设置第二支撑部（3221）；所述第一支撑部（3211）与第一齿轮 

（323）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或一体成型；所述第二支撑部（3221）与第二齿轮（324）可拆卸的固 

定连接或一体成型。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部（3211）上设置第一U型支 

撑（3211a）；所述第二支撑部（3221）上设置第二U型支撑（3221a）。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U型支撑（3211a）和第二U型支撑 

（3221a）上设置传感器。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二支撑部 

（3221）上设置可拆卸的隔离护套（326）。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模组（330）包括第二电机（331）， 

第三齿轮（332），回转环活动部（333），回转环固定部（334）；所述第二电机（331）与检测单元 

（200）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331）的输出轴与第三齿轮（332）键连接；

所述回转环固定部（334）与检测单元（200）固定连接；所述回转环活动部（333）可以绕 

回转环固定部（334）中心轴旋转；回转环活动部（333）的外圆周上分布与第三齿轮（332）啮 

合的齿轮齿；辅助单元壳体（310）与回转环活动部（333）固定连接，当第二电机（331）启动 

时，带动第三齿轮（332）转动，第三齿轮（332）带动回转环活动部（333）同步旋转，从而带动 

辅助单元壳体（310）转动，安装在辅助单元壳体（310）上的辅助撑开模组（320）随辅助单元 

壳体（310）一同转动。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眼压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查孔（311）的边上设置第一切口 

（312）和第二切口（313）；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二支撑部（3221）分别穿过第一切口 （312）

和第二切口（313）位于辅助单元壳体（310）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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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压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眼压仪，属于医疗器械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常用的非接触式眼压仪通过向被测眼的角膜吹拂压缩空气，同时从光源对角膜投

射测定光，用光敏元件等接受来自角膜的反射光，并检测来自光敏元件的输出信号的峰值，

由此来检测角膜的预定变形，从而测定眼压值。

[0003] 当在测定时被测眼对准发生偏差，或者眼睫毛盖住测定区域，以及患者紧张眨眼

或眼睑张开不充分的情况下等，光敏元件就不能正常地接受光束，会直接影响测定的准确

性和效率。需一种能够控制患者眨眼和眼睑张开大小的眼压仪，提供测试的准确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控制患者眼睑张开大小、防止患者眨

眼的眼压仪，提高眼压测试过程中的准确度和测试效率。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眼压仪，包括主体单元、检测单元；主体单元为

眼压仪的主机部分；检测单元可自由移动地载置在主体单元上；检测单元面向患者的一面

设置辅助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设置检查视窗；所述辅助检测单元设有与检查视窗同轴心的

检查孔；所述辅助检测单元可以相对检查视窗旋转。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辅助检测单元包括辅助单元壳体、辅助撑开模组、回转

模组；辅助单元壳体与辅助撑开模组连接；辅助撑开模组通过回转模组相对于检测单元旋

转。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辅助撑开模组包括第一撑杆、第二撑杆、第一齿轮、第

二齿轮、第一电机；所述第一电机与辅助单元壳体固定连接；所述第一电机与第一齿轮连

接；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二齿轮啮合；所述第一撑杆与第一齿轮连接；所述第二齿轮与第二撑

杆连接。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第一撑杆上设置第一齿条；所述第二撑杆上设置第二

齿条；所述第一齿轮与第一齿条啮合，第二齿轮与第二齿条啮合；当第一电机运转时，通过

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带动第一撑杆和第二撑杆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第一撑杆上设置第一支撑部；第二撑杆上设置第二支

撑部；所述第一支撑部与第一齿轮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或一体成型；所述第二支撑部与第二

齿轮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或一体成型。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第一支撑部上设置第一U型支撑；所述第二支撑部上设

置第二U型支撑。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第一U型支撑和第二U型支撑上设置传感器。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第一支撑部和第二支撑部上设置可拆卸的隔离护套。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回转模组包括第二电机，第三齿轮，回转环活动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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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环固定部；所述第二电机与检测单元固定连接；所述第二电机的输出轴与第三齿轮键连

接；

[0014] 所述回转环固定部与检测单元固定连接；所述回转环活动部可以绕回转环固定部

中心轴旋转；回转环活动部的外圆周上分布与第三齿轮啮合的齿轮齿；辅助单元壳体与回

转环活动部固定连接，当第二电机启动时，带动第三齿轮转动，第三齿轮带动回转环活动部

同步旋转，从而带动辅助单元壳体转动，安装在辅助单元壳体上的辅助撑开模组随辅助单

元壳体一同转动。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检查孔的边上设置第一切口和第二切口；所述第一支

撑部和第二支撑部分别穿过第一切口和第二切口位于辅助单元壳体的外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提供一种能够控制患者眼睑张开大小、防止患者眨眼的眼

压仪，提高眼压测试过程中的准确度和测试效率；回转模组保证支撑部正确作用于眼眶周

围的骨骼，而不受鼻梁骨的影响；且能够自动感应作用压力，能够进行杀毒消菌。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立体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正视立体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检测单元结构总体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撑开模组处于非撑开位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撑开模组处于非撑开位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撑开模组处于撑开位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撑开模组处于撑开位置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辅助撑开模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的眼压仪作用于另一只眼睛（左眼）的总体示意图。

[0027] 图10为本发明的眼压仪的回转模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1为本发明的支撑部使用隔离护套的示意图。

[0029] 图中标记说明：100-主体单元，110-头部支撑台，200-检测单元，210-检测视窗，

211-喷气孔，300-辅助检测单元，310-辅助单元壳体，311-检查孔，312-第一切口，313-第二

切口，320-辅助撑开模组，321-第一撑杆，3211-第一支撑部，3211a-第一U型支撑，3211b第

一传感器，3212-第一齿条，3213-第一连接部，3214-第一凹槽，322-第二撑杆，3221-第二支

撑部，3221a-第二U型支撑，3221b-第二传感器，3222-第二齿条，3223-第二连接部，3224-第

二凹槽，323-第一齿轮，324-第二齿轮，325-第一电机，326-隔离护套，330-回转模组，331-

第二电机，332-第三齿轮，333-回转环活动部，334-回转环固定部，335-回转环端盖，400-显

示器，500-操作杆，600-开关面板，700-打印机

[0030]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眼压仪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附带说明，附图中

表示的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32]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的眼压仪包括：主体单元100、检测单元200，检测单元

200可自由移动地载置在主体单元100上。主体单元100为眼压仪的主机部分，主体单元100

面向患者的一面设置头部支撑台110，检查时，患者将下巴抵在头部支撑台110上，将头部稳

固。主体单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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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主机内部设置检测判定系统、驱动部等（图中未示出）,由于判定系统、驱动部为现

有技术，本发明不做过多描述，检测判定系统对检测单元200的检测结果进行判断输出，驱

动部可以驱动检测单元200进行移动。

[0034] 检测单元200的内部包括观察光学系统、对准光学系统，对气体进行加压的加压系

统等检测结构（图中未示出），当人眼在一定距离内对准检测视窗210时，检测单元200可以

实现人眼压力的检测，检测视窗210的中心具有喷气孔211，通过加压系统加压过的气体，通

过喷气孔211吹向患者眼角膜，进行眼部压力测定。

[0035] 检测单元200面向患者的一面设置辅助检测单元300。主体单元100的操作面上，设

置显示器400、操作杆500，开关面板600、打印机700；显示器400、操作杆500、开关面板600、

打印机700为现有技术。

[0036] 显示器400显示被测眼像和测定结果等。操作杆500用于将测定单元200对准到检

测眼，检查者一边观察显示器400所显示的眼部成像及相关参数，一边操作操作杆500，驱动

部在操作杆500的操作下，驱动检测单元200上下、左右、前后移动，从而实现检测视窗210与

人眼的相对定位。

[0037] 如图3所示：辅助检测单元300包括辅助单元壳体310，辅助撑开模组320，回转模组

330。

[0038] 辅助单元壳体310与辅助撑开模组320的主体固定连接，辅助单元壳体310通过回

转模组330可以绕检测视窗210中心旋转180°，辅助单元壳体310旋转时带动辅助撑开模组

320同步旋转。

[0039] 辅助单元壳体310设置为圆柱形壳体，壳体表面中心位置设置供检测视窗210通过

的检查孔311，检查孔311的边上设置第一切口312和第二切口313。

[0040] 如图4、图5、图6、图7所示：辅助撑开模组320包括第一撑杆321、第二撑杆322、第一

齿轮323、第二齿轮324、第一电机325。

[0041] 第一撑杆321设置有第一支撑部3211、第一齿条3212和第一连接部3213，第二撑杆

322设置有第二支撑部3221、第二齿条3222和第二连接部3223。第一齿轮323、第二齿轮324、

第一电机325以及第一齿条3212、第二齿条3222位于辅助单元壳体310的内部，第一支撑部

3211和第二支撑部3221分别穿过第一切口312和第二切口313位于辅助单元壳体310的外

部。为了安装方便，第一撑杆321和第二撑杆322可以由多个单独的零件组合而成。

[0042] 第一电机325与辅助单元壳体310固定连接，第一电机325的输出轴与第一齿轮323

的转动轴键连接，第一齿轮323分别与第二齿轮324和第一齿条3212啮合，第二齿轮324分别

与第一齿轮323和第二齿条3222啮合。当第一电机325运转时，带动第一齿轮323同步运转，

第一齿轮323带动第二齿轮324和第一齿条3212同步运动，第二齿轮324带动第二齿条3222

运动，从而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二支撑部3221从未撑开状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达到设定

距离后，第一电机325停止运动。第一支撑部3211与第一齿轮323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或一体

成型；第二支撑部3221与第二齿轮324可拆卸的固定连接或一体成型。

[0043] 如图8所示：第一支撑部3211设置第一U型支撑3211a，第二支撑部3221设置第二U

型支撑3221a，U型的开口方向相反，并且U型开口边具有向外倾斜的角度，倾斜角度的范围

为1°~15°，优选10°。设置第一U型支撑3211a和第二U型支撑3221a的目的是撑开眼睑更容

易。在使用过程中，第一连接部3213和第二连接部3223作用于眼眶周围的骨骼，防止第一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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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支撑3211a和第二U型支撑3221a压迫到眼球。

[0044] 第一U型支撑3211a和第二U型支撑3221a上分别设置第一传感器3211b和第二传感

器3221b，第一传感器3211b和第二传感器3221b可以为压力传感器，当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

二支撑部3221与患者眼睑接触时，第一传感器3211b和第二传感器3221b可以反馈压力信息

给主题单元，决定检测单元的对准移动调整位置信息。

[0045] 如图9所示：当检测另外一只眼睛的压力时（在本实施例中指左眼），辅助检测单元

300在回转模组330的驱动下旋转180°，保证第一连接部3213和第二连接部3223正确作用于

眼眶周围的骨骼，而不受鼻梁骨的影响。

[0046] 如图3、图10所示：回转模组330包括第二电机331，第三齿轮332，回转环活动部

333，回转环固定部334，回转环端盖335。第二电机331与检测单元200固定连接，第二电机

331的输出轴与第三齿轮332键连接。回转环固定部334与检测单元200固定连接，回转环活

动部333可以绕着回转环固定部334中心轴旋转。回转环活动部333的外圆周上分布与第三

齿轮332啮合的齿轮齿，回转环端盖335对回转环活动部333的旋转进行轴向的限位。回转环

活动部333，回转环固定部334，回转环端盖335的共同轴心处设置容纳检测视窗210通过的

中心孔。辅助单元壳体310与回转环活动部333固定连接，当第二电机331启动时，带动第三

齿轮332转动，第三齿轮332带动回转环活动部333同步旋转，从而带动辅助单元壳体310转

动，安装在辅助单元壳体310上的辅助撑开模组320随辅助单元壳体310一同转动。实现辅助

撑开模组320的换向。

[0047] 如图11所示：为了防止在检测过程中出现交叉感染，在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二支

撑部3221上套上隔离护套326，隔离护套326为薄质弹性软材料制成，如硅胶薄膜，可以比较

容易安装和取下，为了防止隔离护套326脱落，可以在第一支撑部3211和第二支撑部3221。

与相应连接部之间的位置设置第一凹槽3214和第二凹槽3224。每次完成一次检验之后，可

以更换新的隔离护套326。

[0048] 当患者进行眼部压力检测时，将下巴放置在头部支撑台上，保持头部不动，眼睛睁

开，检查者通过操作操作杆500，驱动检测单元200上下、左右、前后移动，将检查视窗210与

人眼进行相对非接触定位。人眼与检测视窗的中心定位基本完成后，患者闭上眼睛，保持眼

睛位置不动，检查者进行接触对正，辅助撑开模组320上的支撑部上设置的压力传感器检测

接触压力，在一定压力情况下停止对正，辅助撑开模组320开始运作，第一电机325启动，第

一支撑部和第二支撑部向相反的方向平移，将患者的眼睑撑开，到合适位置后，检查者停止

辅助撑开模组320的运行，进行相关压力检查，检查结束后，患者头部后移，脱离辅助撑开模

组，检查者操作相关按键，辅助撑开模组320回归初始初始位置，如果需要进行另一只眼睛

的检查，检查者操作按键，辅助检测单元300旋转180°，进行另一只研究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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