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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不正治疗眼镜

(57)摘要

一种治疗屈光不正的眼镜，其由6个部分组

成(1)中央处理器；(2)电子时钟；(3)镜片度数变

化的数组数据存储器；(4)智能手机中常用的重

力感应器；(5)电子时钟启动和停止按钮、重力感

应启动和停止按钮、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6)

度数可以精确变化的眼镜。这种治疗屈光不正的

眼镜利用人眼的自我调节功能，通过对电子时

钟，中央处理器，重力感应器，变焦眼镜等组成部

分的一系列流程控制来实现镜片度数的规律变

化，从而提供一副可以随时间变化近视或远视度

数的眼镜，佩戴者可以当作正常眼镜来使用，在

正常使用过程中逐渐适应更低度数的眼镜，以达

到提高视力的治疗效果。这种治疗屈光不正的眼

镜解决了目前近视治疗仪和近视治疗眼镜实用

性差效率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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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能够治疗屈光不正的眼镜，其特征是，由以下部分组成：

度数可以精确变化的变焦眼镜；

电子时钟；

镜片度数变化的数组数据存储器，用于保存输入的使所述变焦眼镜的度数变化的数组

数据，每组数组数据包括左眼还是右眼、时间、镜片度数、近视镜片还是远视镜片，看远模式

还是看近模式；

中央处理器(CPU)，用于每秒读取一次所述数组数据存储器中的数组数据；

智能手机中常用的重力感应器，用于检测佩戴者的抬头和低头动作，以自动判断出当

前的距离模式是看远模式或看近模式；

电子时钟启动和停止按钮、重力感应启动和停止按钮、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

其中，当电子时钟启动但重力感应未启动时，CPU每秒读取一次所述数组数据存储器中

的数组数据的同时读取所述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的选择，匹配数组数据，并向变焦眼镜

发送度数变化请求，使所述变焦眼镜改变为所述数组数据中设定的度数；

其中，当电子时钟和重力感应均启动时，CPU每秒读取一次所述数组数据存储器中的数

组数据的同时根据所述重力感应器自动判断出的距离模式，匹配数组数据，并向变焦眼镜

发送度数变化请求，使所述变焦眼镜改变为所述数组数据中设定的度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眼镜，其特征是，通过人工旋转旋钮或微型步进电机带动机械

传动结构，使角度转动转化为所述变焦眼镜的透镜的轴向平移，实现所述变焦眼镜度数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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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不正治疗眼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眼镜，具体为一种能够提高近视和远视患者视力的眼镜。

背景技术

[0002] 屈光不正是指5米外的平行光线经过人眼的屈光系统折射后，不能在视网膜上清

晰成像，包括近视、远视及散光。其中近视患者占绝大多数。目前对屈光不正的医学治疗分

为两种方法：(1)接触式治疗。这种方法包括激光手术切削角膜、角膜塑形镜等。(2)非接触

式治疗。这种方法包括各种近视治疗仪、近视治疗眼镜等。

[0003] 这两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大量专利，但都有其局限性。接触式治疗的优点在

于见效快，缺点在于由于需要用异物直接接触眼球，因此风险大，且不适合所有人。非接触

式治疗使用的方法很多，但疗效很不显著，原因是近视治疗仪必须利用专门时间进行治疗，

因此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近视治疗眼镜如双光眼镜和渐进多焦点眼镜等则都有佩戴不舒适

的问题。

[0004] 双光眼镜是为同时有近视和老花症状的老人设计的。这些老人需要看远处时佩戴

近视眼镜，看近处时佩戴老花眼镜。双光眼镜的镜片设计为镜片的上半部(称为视远区)为

近视镜，下半部(称为视近区)为老花镜。但由于同一个镜片上的不同区域度数不同，佩戴双

光眼镜会导致人出现头晕头痛等适应性问题。为了提高人眼的适应性，又出现了渐进多焦

点眼镜。这种眼镜在视远区和视近区之间增加了度数逐渐变化的过渡区。一些双光眼镜和

渐进多焦点眼镜的视远区被设计为度数较高的近视镜，视近区被设计为度数较低的近视

镜。国外一些医学研究表明，青少年近视患者佩戴这样的眼镜，可以延缓近视的发展。

[0005] 渐进多焦点近视镜与双光近视镜相比，尽管由于增加了过渡区，减轻了人眼的适

应性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于青少年近视患者来说，适应性更加影响疗效。

另外，这些眼镜都只能延缓近视发展，并不能真正提高视力。但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种近

视治疗方法，即对于不同的视物距离需要使用不同度数的镜片。

[0006] 2008年，美国人大卫·德·安吉利斯(David  De  Angelis)出版了《完美视力的秘

密》(The  Secret  Of  Perfect  Vision)一书。书中介绍了他自己发明的近视治疗方法，这种

方法的特点在于利用人眼具有自我适应的生物反馈能力的特点，不断佩戴更低度数的眼镜

来治疗近视和远视。大卫·德·安吉利斯在书中指出，眼球在适应度数规律变化的眼镜时，

会引发人眼的自动适应过程，例如一个近视度数为300度的人，长期佩戴200度的眼镜，眼球

的实际近视度数就会向200度降低。因此长期使用他的方法，近视度数就会逐渐降低。这种

方法也可以用来治疗远视。但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1)这种方法要求佩戴多款不同度数的

眼镜，很不方便(2)这种方法要求人眼具有很强的自我适应能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治疗的

效率过低。另外还有一些根据生物反馈原理治疗近视的专利技术，如美国7997725号专利，

但都比较复杂。

[0007] 1967年2月21日，美国物理学家路易斯·沃尔特·阿尔瓦雷斯(Luis  Walter 

Alvarez)发明的美国3305294号专利获得了授权。该专利描述了两块构造特殊的透镜做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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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轴向的平行移动时，会造成轴向的屈光度变化。我们知道，传统的眼镜由于制造成本原

因，通常镜片的度数设计为25度的整倍数，而利用该专利可以制造出动态变化为任意度数

的眼镜。美国7980690号专利，就描述了一款使用3325294号专利技术实现的可以动态调节

眼镜度数的眼镜。7980690号专利的发明人荷兰聚焦视力基金会(Stichting  Focus  on 

Vision  Foundation)已经根据该专利生产出了产品。根据荷兰聚焦视力基金会的网站介绍

(http://www.focus-on-vision.org/)，7980690号专利的目的是为了给条件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偏远地区的贫穷人口提供一款无需验光，能够自己调节度数的廉价眼镜。

[0008] 并非只有3305294号专利一种变焦眼镜技术。1980年2月26日获得授权的美国第

4190330号专利，也是一款能够变化透镜焦距的技术。这种技术描述了用液晶作为填充材料

的透镜，可以通过施加电压的变化改变其焦距。美国像素光学(PixelOptics)公司拥有的

7475985号美国专利，则描述了在4190330号专利基础上的实现的一款眼镜。这款眼镜的目

的就是通过电压的变化改变镜片度数，从而实现类似于双光眼镜的功能。像素光学公司已

经生产出了一款这样的眼镜，目标客户是同时有近视和老花症状的老人。

[0009] 其他的变焦眼镜技术还有1964年12月15日获得授权的美国3161718号专利，1971

年8月10日获得授权的美国3598479号专利等。

[0010] 但以上这些变焦眼镜技术的衍生产品，都是作为一款可变度数的矫正视力眼镜来

进行设计和推广的。矫正视力(correcting  vision)仅仅是通过佩戴眼镜让视力达到正常

情况，还没有人在这些变焦眼镜技术基础上发明能够提高视力(improving  vision)的眼

镜。提高视力是指只需要佩戴比以前度数低的眼镜，就可以达到以前的视力水平。治疗近视

和远视的过程也就是提高视力的过程。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解决目前的近视治疗仪和近视治疗眼镜实用性差效

率低的问题，提供一种可以提高近视和远视患者视力的眼镜，以及治疗过程的操作方法。

[0012] 本发明的原理是利用人眼的自我调节功能，提供一款可以随时间变化近视或远视

度数的眼镜，佩戴者可以当做正常眼镜来使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逐渐适应更低度数的眼

镜，以达到提高视力的治疗效果。

[0013] 为解决该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是眼镜由6个主要部分组成：(1)中央

处理器(CPU)(2)电子时钟(3)镜片度数变化的数组数据存储器(4)智能手机中常用的重力

感应器(5)电子时钟启动和停止按钮、重力感应启动和停止按钮、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

(6)度数可以精确变化的眼镜(即变焦眼镜)。

[0014] 距离模式分为看远模式和看近模式两种。看远模式是指佩戴者需要看远处的物

体，此时无论是近视还是远视患者，所需度数都会比较高。看近模式是指佩戴者需要看近处

的物体，此时无论是近视还是远视患者，所需度数都会比较低。

[0015] 距离模式的人工选择，是指在重力感应器不工作时，由佩戴者指定当前是在看远

处还是看近处，这主要适用于距离变化微小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0016] 而重力感应器适用于青少年近视患者在距离变化较为频繁的时候使用，比如在教

室上课时，有时需要看远处黑板，有时需要看近处的课本或者写字。

[0017] 一般情况下，抬头就是要看远处，低头就是要看近处，重力感应器一旦开始工作，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5765445 B

4



就可以自动检测到佩戴者的抬头和低头动作，从而判断佩戴者当前是在看远处还是看近

处。

[0018] 镜片度数变化的数组数据格式为：(a，b，c，d，e)。a代表左眼还是右眼，b代表时间，

以秒为单位，c代表镜片度数，d代表是近视镜片还是远视镜片，e代表是看远模式还是看近

模式。

[0019] 例如(1，1，300，1，1)代表看远时左眼镜片在第1秒钟变为300度近视镜。(1，60，

290，1，1)代表看远时左眼镜片在第60秒钟变为290度近视镜。(2，1，100，1，2)代表看近时右

眼镜片在第1秒钟变为100度近视镜。(2，60，90，1，2)代表看近时右眼镜片在第60秒钟变为

90度近视镜。以下为表格说明。

[0020] 表1.

[0021]

[0022] 本技术方案有3种操作模式：(1)电子时钟未启动(2)电子时钟启动但重力感应未

启动(3)电子时钟和重力感应都启动。

[0023] 电子时钟未启动时，重力感应按钮和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都无效，就是一款普

通眼镜。

[0024] 电子时钟启动但重力感应未启动时，操作方法为：(1)将镜片度数变化的数组数据

输入数据存储器(2)CPU每秒读取一次数据存储器中的数据，根据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的

选择，匹配数组数据。如当前为第1秒，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处于看远模式，则匹配变化时

间第1秒的看远模式度数，并向变焦眼镜发送度数变化请求(3)变焦眼镜改变为数组数据中

设定的度数。

[0025] 电子时钟和重力感应均启动时，距离模式人工选择按钮无效，重力感应器将自动

检测佩戴眼镜者的抬头和低头动作，并自动判断出当前是在看远还是看近。其他操作与未

启动重力感应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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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一组度数变化数据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根据佩戴者的视力情况，使用新的数组

数据。当数组数据中的最大度数越来越小时，就说明治疗有了效果，佩戴者的视力提高了。

[0027] 与传统的近视治疗仪相比，本技术方案可以使得佩戴者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进行治

疗，治疗效率大大提高。

[0028] 与传统的近视治疗眼镜如双光和渐进多焦点眼镜相比，本技术方案中的整体镜片

度数尽管在随时间变化，但在同一时刻都是同一个度数，可以解决人眼的适应性问题。更能

够提高近视和远视患者的视力，而不是仅仅减缓近视发展。

[0029] 与大卫·德·安吉利斯的治疗方法相比，本技术方案可以根据不同人的人眼适应

能力，精确调整镜片度数的变化。眼球适应能力强的人，可以加快镜片度数度按时间变化的

速度。眼球适应能力弱的人，可以减慢镜片度数按时间变化的速度，从而大幅度提高屈光不

正的治疗效率。而且由于使用了重力感应器，还可以减轻看近处时的眼球负担，进一步提高

治疗效率。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操作方法流程图；

[0031] 图2是对美国7980690号专利的结构修改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模块(1)、(2)、(3)、(4)、(5)的功能可以使用可编程可存储的单片机和重力感应芯

片组成的集成电路来实现。而模块(6)的实现方法则与具体的变焦眼镜技术相关。这里给出

建立在美国7980690号专利基础上的一种实施方式。该专利描述了一款建立在3305294号专

利基础上的变焦眼镜，附图2为该专利的结构示意图的一部分，该专利描述了通过人工旋转

旋钮23R，经过机械传动结构，将旋钮的角度转动转化为透镜的轴向平移，从而实现镜片度

数的变化。将7980690号专利的部分结构改进后，可以成为本发明的模块(6)。

[0033] 为了让模块(6)能够自动并精确调节镜片的度数，可以采用附图2中的微型步进电

机(step  motor)代替旋钮23R。步进电机可以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精确的角位移，每一个电

脉冲信号可以让电机的转轴旋转一个固定的角度，这样就可以用CPU发出的电信号指令控

制步进电机旋转一个特定的角度。经过机械传动之后，步进电机的角度旋转可以转化为透

镜的精确平移。根据3305294号专利的描述，透镜的轴向平移和度数的变化有线性关系。我

们可以计算出变化1个单位的度数，对应的透镜需要进行多长的轴向平移，然后换算为步进

电机需要旋转的角度，最终计算出1个单位的度数变化需要多少个电脉冲来驱动步进电机。

然后可以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增加相应的操作控制代码，就可以实现模块(6)的功能了。

[0034] 该发明还可以利用其他任何变焦眼镜专利技术实现，例如美国像素光学公司拥有

的美国7475985号专利，该专利描述了一款变焦眼镜，这种眼镜的镜片被填充了液晶材料，

用电压的变化可以控制液晶材料的排列，从而实现镜片度数的变化。由于电压的变化与镜

片的度数变化有线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电信号精确控制度数变化。其他的变焦眼镜专利

技术不再举例说明。

[0035] 模块(1)、(2)、(3)、(4)、(5)的功能可以用单片机和重力感应芯片组成的集成电路

实现。随着荷兰聚焦视力基金会和美国像素光学公司的具体产品被开发出来，模块(6)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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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眼镜功能，也完全具备工业实用性。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微型步进电机，直径只有2厘米，完

全可以在眼镜上使用。综上所述，本发明具备工业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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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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