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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在VR的虚拟现实显示设备中建

立虚拟现实游戏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创建一个

若干行和若干列组成的视标矩阵；设定一个训练

任务，当视标矩阵中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

需快速点击确定；游戏开始时，随机设定一个视

标，显示为特定颜色，称为跟随视标；设定跟随视

标的移动路径；用户眼球看到跟随视标后，开始

跟随，用户一直注视着跟随视标的过程中，头部

不动，眼球不断跟随着跟随视标的方向移动而运

动，当视标矩阵中有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

快速点击确定；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判断响应进行

记录。本发明公开了其系统。本发明能够有效、有

趣、方便地训练眼球，促进眼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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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VR的虚拟现实显示设备中建立

虚拟现实游戏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创建一个若干行和若干列组成的视标矩阵；

设定一个训练任务，当视标矩阵中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需快速点击确定；

游戏开始时，随机设定一个视标，显示为特定颜色，称为跟随视标；

设定跟随视标的移动路径；

用户眼球看到跟随视标后，开始跟随，用户一直注视着跟随视标的过程中，头部不动，

眼球不断跟随着跟随视标的方向移动而运动，当视标矩阵中有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

快速点击确定；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判断响应进行记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跟随视标根据用户

的视力情况或难度等级，设定一个移动变换的是时间间隔，即跟随视标的移动速度的变化。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调节跟随视标

的移动速度，起到眼球运动的强度；从慢到快的逐渐递增，同时操控视标的远近达到调节眼

球运动的幅度，视标离观察者越远，眼球旋转幅度就越小，反之则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跟随视标的移动路

径包括先向右移动再向左移动再向右移动即一圈；设为向上移动再向下移动再向上移动即

一圈；设置为对角线路径移动或米字线路径移动中的一种或者同时任意组合。

5.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系统，包括用户信息模块，用于记录用户第一次训练时，所

填写的用户信息，再次训练时，如用户信息有变化则进行修改，如没变化，则忽略；

还包括眼球运动训练模块，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视力情况等信息设定不同难度等级，生

成趣味视觉训练，所述视觉训练包括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

法。

还包括训练报告模块，用于查看用户每一次训练的具体表现，获悉用户有没有认真地

进行训练，哪方面有问题需加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眼球运动训练模块还包含一扫视运动的训练游戏，扫视运动是指不连续地、跳跃

地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

建立虚拟现实室内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设置墙，墙有4个墙角，该场景的设定，是用户

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只用眼就可以看到墙的4个角；

游戏开始时，系统随机的发出语音指令“看右上的墙角”、“看左上的墙角”、“看左下的

墙角”和“看右下的墙角”；用户在听到指令后，在不转头的情况下根据指令要求查看墙角；

为准确的记录用户是否按指令查看，系统在发出指令时，可在对应的墙角显示一个随

机的字母或词语，并提示用户记住。在发出一定数量的指令后，随机考察用户；系统对用户

的每一次的回答响应进行记录。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系统，其特征在于：随机考察用户是可

以显示问题：最近一次某一个方位出现的字母或单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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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及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觉训练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及

其系统的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眼睛的构造和照相机是一样的。眼睛里也有一个非常精细的器官—晶状体，它如

同照相机里的调焦器，每天做着无数次的精细调焦运动，来保证人们能够随时看清楚远近

不同距离的物体。

[0003] 晶状体是眼睛的调焦器，而带动晶状体调焦运动的是肌肉，就像人体的胳膊、腿的

肌肉一样，当肌肉长期工作、或肌肉长期处于一种工作状态时，就会出现疲劳症状。如：每天

坐着，3个小时以后，人们就会感到腰酸、背痛，这就是你的腰肌、背肌疲劳了。同样，使用3个

小时电脑，眼睛会很累，称它为视疲劳，是人的眼睛调焦运动的肌肉即睫状肌疲劳了，它不

能产生有效的运动，人的眼睛就不能调焦了。

[0004] 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手机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

一种工具。汇款、购物、订购火车票、预订酒店、团购美食、刷朋友圈、看各种新闻……可是也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忽视了眼睛的健康，人们用眼的频率不断的提高，常常长时间的盯着屏

幕看，睫状肌长期紧张，造成眼睛疲劳。这对青少年来说，多为近视的信号。眼球运动不足，

将会影响青少年快速、舒适阅读、理解力及认知过程即注意力、记忆和应用视觉信息。

[0005] 眼球运动训练是改善调节，减缓视觉疲劳最有效的方法。

[0006]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

世界的计算机仿真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环境，是一种多源信息融合的、交互式

的三维动态视景和实体行为的系统仿真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

[0007] 鉴于以上所述，结合虚拟现实的优势，如何将眼球运动训练与VR相结合成为了一

个新的研究方向。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及系

统，有效、有趣、方便地训练眼球，促进眼球运动。

[0009]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0] 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VR的虚拟现实显示设备中建立虚

拟现实游戏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创建一个若干行和若干列组成的视标矩阵；设定一个训

练任务，当视标矩阵中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需快速点击确定；游戏开始时，随机设定

一个视标，显示为特定颜色，称为跟随视标；设定跟随视标的移动路径；用户眼球看到跟随

视标后，开始跟随，用户一直注视着跟随视标的过程中，头部不动，眼球不断跟随着跟随视

标的方向移动而运动，当视标矩阵中有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快速点击确定；对用户的

每一次的判断响应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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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跟随视标根据用户的视力情况或难度等级，设定一个移动变换的是时间间隔，即

跟随视标的移动速度的变化。

[0012] 通过调节跟随视标的移动速度，起到眼球运动的强度；从慢到快的逐渐递增，同时

操控视标的远近达到调节眼球运动的幅度，视标离观察者越远，眼球旋转幅度就越小，反之

则反。

[0013] 跟随视标的移动路径包括先向右移动再向左移动再向右移动即一圈；设为向上移

动再向下移动再向上移动即一圈；设置为对角线路径移动或米字线路径移动中的一种或者

同时任意组合。

[0014] 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系统，包括用户信息模块，用于记录用户第一次训

练时，所填写的用户信息，再次训练时，如用户信息有变化则进行修改，如没变化，则忽略；

还包括眼球运动训练模块，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视力情况等信息设定不同难度等级，生成趣

味视觉训练，所述视觉训练包括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

[0015] 还包括训练报告模块，用于查看用户每一次训练的具体表现，获悉用户有没有认

真地进行训练，哪方面有问题需加强。

[0016] 所述眼球运动训练模块还包含一扫视运动的训练游戏，扫视运动是指不连续地、

跳跃地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建立虚拟现实室内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设置墙，墙有

4个墙角，该场景的设定，是用户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只用眼就可以看到墙的4个角；游戏开始

时，系统随机的发出语音指令“看右上的墙角”、“看左上的墙角”、“看左下的墙角”和“看右

下的墙角”；用户在听到指令后，在不转头的情况下根据指令要求查看墙角；为准确的记录

用户是否按指令查看，系统在发出指令时，可在对应的墙角显示一个随机的字母或词语，并

提示用户记住。在发出一定数量的指令后，随机考察用户；系统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回答响应

进行记录。

[0017] 随机考察用户是可以显示问题：最近一次某一个方位出现的字母或单词是什么。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由于在眼球训练时，用户眼球看到跟随视标后，开始跟随，用户一直注视着

跟随视标的过程中，头部不动，眼球不断跟随着跟随视标的方向移动而运动，当视标矩阵中

有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快速点击确定，看见运用了跟随运动即以恒定速度跟随运动

目标的原理，特别是可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视力情况等信息设定不同难度等级，生成趣味强

的视觉训练，提供趣味性强的训练游戏，增强了用户的依从性，让用户主动参与训练，提高

弱视训练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圆点矩阵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跟随视标为不同颜色A；

[0022] 图3为本发明跟随视标为不同颜色B；

[0023] 图4为本发明视标变为皇冠时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室内场景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室内场景在发出指令“看右上的墙角”时的墙角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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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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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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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7] 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VR的虚拟现实显示设备中建

立虚拟现实游戏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创建一个若干行和若干列组成的视标矩阵；设定一

个训练任务，当视标矩阵中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需快速点击确定；游戏开始时，随机

设定一个视标，显示为特定颜色，称为跟随视标；设定跟随视标的移动路径；用户眼球看到

跟随视标后，开始跟随，用户一直注视着跟随视标的过程中，头部不动，眼球不断跟随着跟

随视标的方向移动而运动，当视标矩阵中有视标变为一个特定图案时，快速点击确定；对用

户的每一次的判断响应进行记录。

[0028] 跟随视标根据用户的视力情况或难度等级，设定一个移动变换的是时间间隔，即

跟随视标的移动速度的变化。

[0029] 通过调节跟随视标的移动速度，起到眼球运动的强度；从慢到快的逐渐递增，同时

操控视标的远近达到调节眼球运动的幅度，视标离观察者越远，眼球旋转幅度就越小，反之

则反。

[0030] 跟随视标的移动路径包括先向右移动再向左移动再向右移动即一圈；设为向上移

动再向下移动再向上移动即一圈；设置为对角线路径移动或米字线路径移动中的一种或者

同时任意组合。

[0031] 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系统，包括用户信息模块，用于记录用户第一次训

练时，所填写的用户信息，再次训练时，如用户信息有变化则进行修改，如没变化，则忽略；

还包括眼球运动训练模块，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视力情况等信息设定不同难度等级，生成趣

味视觉训练，所述视觉训练包括所述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

[0032] 还包括训练报告模块，用于查看用户每一次训练的具体表现，获悉用户有没有认

真地进行训练，哪方面有问题需加强。

[0033] 其中眼球运动训练模块还包含一扫视运动的训练游戏，扫视运动是指不连续地、

跳跃地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建立虚拟现实室内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设置墙，墙有

4个墙角，该场景的设定，是用户在不转头的情况下只用眼就可以看到墙的4个角；游戏开始

时，系统随机的发出语音指令“看右上的墙角”、“看左上的墙角”、“看左下的墙角”和“看右

下的墙角”；用户在听到指令后，在不转头的情况下根据指令要求查看墙角；为准确的记录

用户是否按指令查看，系统在发出指令时，可在对应的墙角显示一个随机的字母或词语，并

提示用户记住。在发出一定数量的指令后，随机考察用户；系统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回答响应

进行记录。

[0034] 随机考察用户是可以显示问题：最近一次某一个方位出现的字母或单词是什么。

[0035] 下面结合附图更加详细说明。

[0036] 本发明专注于提供一种基于VR的眼球运动训练的方法及系统，提供趣味性强的训

练游戏，增强用户的依从性，让用户主动参与训练，提高弱视训练的效果。

[0037] 系统包括：用户信息模块、眼球运动训练模块和训练报告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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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用户信息模块，用户第一次训练时，需填写用户信息，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别、

左右眼矫正视力等。再次训练时，如用户信息有变化则需修改，如没变化，则忽略。

[0039] 眼球运动训练模块，包含了扫视运动和跟随运动两种类别的训练游戏。扫视运动

是指不连续地、跳跃地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跟随运动是指以恒定速度跟随运动目

标，比如，跟随天上快速飞过的飞机。本模块可根据用户的年龄和视力情况等信息设定不同

难度等级，生成趣味强的视觉训练。也可根据用户的性别做不同的个性显示。

[0040] 例如，所述跟随运动训练游戏，首先，建立虚拟现实游戏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5米

处创建一个若干行和若干列组成的圆点矩阵。如图1所示，该场景由3×6共18个圆点组成。

需要指出的是，游戏中不需给每个圆点显示编号，此处截图标识编号为方便举例说明。游戏

中设定了一个训练任务，当圆点变为一个皇冠(也可随机一种水果等)时，需快速地点击手

柄扳机键确定。游戏开始时，随机设定一个圆点为视标，设有标记，如图2所示，圆点1为视

标。用户眼球看到视标后，开始跟随。视标可根据用户的视力情况或难度等级，设定一个变

换的是时间间隔，也即视标的变化速度。视标的移动路径可设置为从先向右移动再向左移

动再向右移动(一圈)，也可设为向上移动再向下移动再向上移动(一圈)，也可以设置为对

角线路径移动或米字线路径移动，也可以同时包含多种设置。本例中，若视标变化的时间间

隔为1秒，向右移动，则1秒后，圆点2即为视标，其内设有标记，如图3所示。用户一直注视着

视标的过程中，头部不动，眼球不断跟随着视标的方向上下左右移动而运动，达到训练眼球

肌肉运动的目的。视标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变化后，变成皇冠，如图4所示，用户需在3秒内快

速地点击手柄扳机键确定，系统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判断响应都会记录。

[0041] 需要指出的是，系统可调节视标的移动速度，从而起到眼球运动的强度，从慢到快

的逐渐递增，同时操控视标的远近达到调节眼球运动的幅度，视标离观察者越远，眼球旋转

幅度就越小，反之则反。此训练方法全方位做到眼球各个直肌的训练，提高了眼球追随的能

力。

[0042] 例如，所述扫视运动训练游戏，可以建立虚拟现实室内场景，在用户视野前方3米

是一面4米宽、3米高的墙，有4个墙角，如图5所示。需指出的是，场景的设定，应当是用户在

不转头的情况下只用眼就可以看到墙的4个角。游戏开始时，系统随机的发出语音指令“看

右上的墙角”、“看左上的墙角”、“看左下的墙角”和“看右下的墙角”。用户在听到指令后，在

不转头的情况下根据指令要求查看墙角。为准确的记录用户是否按指令查看，系统在发出

指令时，可在对应的墙角显示一个随机的字母或词语，如图6所示，并提示用户记住。在发出

一定数量的指令后，随机考察用户，例如，可以显示问题：最近一次某一个方位出现的字母

或单词是什么。系统对用户的每一次的回答响应都会记录。

[0043] 训练报告模块，可查看用户每一次训练的具体表现，可准确的知道用户有没有认

真地进行训练，哪方面有问题需加强。

[0044] 以上所述仅为发明较佳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申请专利范围，所以凡

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图示内容所作出的等效结构变化，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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