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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包括壳体、视力调

节装置、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示操作

屏、基座、护垫和固定带，所述壳体包括上壳体和

下壳体，上壳体与下壳体用螺栓固定连接，所述

视力调节装置安装在基座上并卡扣连接在上壳

体与下壳体之间，所述测距装置和姿态量衡装置

卡扣连接在上壳体与下壳体之间，位于所述视力

调节装置两侧；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设置在上壳

体上；所述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示操

作屏与设置在数字显示操作屏上的中央处理器

电连接；所述护垫与基座的边缘固定连接，固定

带固定连接在基座上。本发明是一款纯光学运用

双目合像法和雾视疗法来治疗的，是物理疗法，

根据屈光度调节轮调节凹透镜位置从而达到恢

复的效果，安全可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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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包括壳体、视力调节装置、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

示操作屏(29)、基座(11)、护垫(3)和固定带(4)，所述壳体包括上壳体(1)和下壳体(2)，上

壳体(1)与下壳体(2)用螺栓固定连接，所述视力调节装置安装在基座(11)上并卡扣连接在

上壳体(1)与下壳体(2)之间，所述测距装置和姿态量衡装置卡扣连接在上壳体(1)与下壳

体(2)之间，位于所述视力调节装置两侧；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设置在上壳体(1)上；所

述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示操作屏(29)与设置在数字显示操作屏(29)上的中央

处理器电连接；所述护垫(3)与基座(11)的边缘固定连接，固定带(4)固定连接在基座(11)

上；

所述视力调节装置包括设置在左右两侧的镜筒、镜框、凸透镜(13)、凹透镜(22)和平面

镜，所述镜筒包括内镜筒(25)和外镜筒(12)，外镜筒(12)包围在内镜筒(25)的外侧，可旋

转；所述镜框包括上镜框(14)和下镜框(27)，上镜框(14)卡扣连接在内镜筒(25)的上端，下

镜框(27)与内镜筒(25)的下端和基座固定连接；所述上壳体(1)内和下壳体(2)内的前端设

有卡槽，用于固定凸透镜(13)；所述内镜筒(25)上设有两个以上的直条孔(26)，所述凹透镜

(22)设置在内镜筒(25)内，其边缘设有与直条孔(26)对应的导滑块(23)；所述平面镜安装

在内镜筒(25)的底端，没有度数，防紫外线和蓝光；所述外镜筒(12)外侧设有屈光度调节轮

(20)，所述屈光度调节轮(20)穿过下壳体(2)的屈光度调节孔(10)；所述外镜筒(12)内侧设

有二个以上的导滑槽(28)，导滑槽(28)呈旋弧形分布在外镜筒(12)的内侧，所述凹透镜

(22)通过导滑块(23)穿过内镜筒(25)上的直条孔(26)插入导滑槽(28)内；

所述视力调节装置还包括发声装置，所述发声装置包括格栅(15)和发声块(16)，所述

格栅(15)位于外镜筒(12)的下端，所述发声块(16)位于基座(11)上，所述格栅(15)与发声

块(16)啮合；

所述发声块(16)包括发声盒(161)、三角锥(162)和弹性构件，所述发声盒(161)内设有

弹簧构件，三角锥(162)两侧设有边棱(163)，三角锥(162)穿过发声盒(161)，边棱(163)卡

在发声盒内，弹簧构件(164)的一端固定在发声盒(161)内，另一端固定在三角锥(162)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壳体(2)上设有

鼻槽(7)和屈光度调节孔(10)，所述鼻槽(7)位于下壳体(2)后端边缘中央；所述上壳体(1)

上设有屈光度视窗(8)，所述外镜筒(12)外侧对应位置设有档位显示块(24)，所述屈光度视

窗(8)可以看到档位显示块(24)的档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还包括旋

柱(17)和瞳距调节轮(21)，旋柱(17)通过上壳体(1)上的轴承(19)固定在上壳体(1)内，位

于中间位置；所述瞳距调节轮(21)固定在旋柱(17)上并可穿过上壳体(1)的瞳距调节孔

(9)；所述上镜框(14)和下镜框(27)上均设有锯齿块，所述下镜框(27)与基座(11)嵌套连

接，并设有间隙；所述旋柱(17)两端均设有齿轮(18)，两个齿轮(18)与其两侧的锯齿块之间

啮合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测距装置包括红外

测距传感器、红外线发射器或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超声波发射探头，所述红外线发射器或超

声波发射探头位于上壳体(1)前端；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可显示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

的距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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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上设有定时单元、语音播报单元和扬声器，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具有距离设定和

定时功能，当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的距离小于距离设定值时或定时时间到时，中央处理器

接收数据处理后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提醒。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姿态量衡装置包括

姿态传感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预设头部姿态阈值信息，姿态传感器采集当前头部

姿态信息传送至中央处理器，并与中央处理器提取存储器中的预设头部姿态阈值信息比

对，若超出阈值信息，将信号发送到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提醒。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带(4)一端分

别固定连接在基座(11)两侧和基座(11)上端中间，另一端与固定扣(6)连接；所述固定带

(4)上设有调节扣(5)，用于调节固定带(4)的长度；所述固定扣(6)为插拔式卡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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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视力保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近视发病率也逐

年攀升，尤其是中小学生近视率更是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身体素质。近视形成的

原因全世界至今仍未有定论，目前较为盛行的理论中有调节学说和形觉剥夺学说。无论是

哪种学说都强调，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导致近视的成因。通俗地讲，就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

中，由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看书、看电脑、玩游戏等，产生视疲劳，首先会导致假性近视，

继而发展为真性近视，且度数逐年上升。目前，各类缓解眼疲劳和治疗近视的产品和仪器种

类繁多，经市场和用户反馈，能有效实现缓解和治疗的产品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在于不能对

于眼睛产生问题的原因提供针对性、有效性的治疗方案。这些产品大多以各种概念为出发

点，没有严格的理论作为支撑，也没有有效的临床数据做依托，进入市场后不能给用户满意

的使用效果，无法真正达到治疗和缓解青少年近视和眼疲劳的目的。

[0003] 因此，研发一款针对青少年近视和视疲劳等眼病问题有良好辅助治疗/改善效果

的产品，成为目前社会急需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也将为青少年学生人群保护眼睛和视力

提供有效的帮助。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

题。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包括壳体、视力调节装置、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基

座、护垫和固定带，所述壳体包括上壳体和下壳体，上壳体与下壳体用螺栓固定连接，所述

视力调节装置安装在基座上并卡扣连接在上壳体与下壳体之间，所述测距装置和姿态量衡

装置、卡扣连接在上壳体与下壳体之间，位于所述视力调节装置两侧；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

设置在上壳体上；所述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示操作屏与设置在数字显示操作屏

上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护垫与基座的边缘固定连接，固定带固定连接在基座上。

[0007] 优选的，所述视力调节装置包括设置在左右两侧的镜筒、镜框、凸透镜、凹透镜和

平面镜，所述镜筒包括内镜筒和外镜筒，外镜筒包围在内镜筒的外侧，可旋转；所述镜框包

括上镜框和下镜框，上镜框卡扣连接在内镜筒的上端，下镜框与内镜筒的下端和基座固定

连接；所述上壳体内和下壳体内的前端设有卡槽，用于固定凸透镜；所述内镜筒上设有两个

以上的直条孔，所述凹透镜设置在内镜筒内，其边缘设有与直条孔对应的导滑块；所述平面

镜安装在内镜筒的底端，没有度数，防紫外线和蓝光；所述外镜筒外侧设有屈光度调节轮，

所述屈光度调节轮穿过下壳体的屈光度调节孔；所述外镜筒内侧设有二个以上的导滑槽，

导滑槽呈旋弧形分布在外镜筒的内侧，所述凹透镜通过导滑块穿过内镜筒上的直条孔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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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滑槽内。

[0008] 进一步说，所述下壳体上设有鼻槽和屈光度调节孔，所述鼻槽位于下壳体后端边

缘中央；所述上壳体上设有屈光度视窗，所述外镜筒外侧对应位置设有档位显示块，所述屈

光度视窗可以看到档位显示块的档位。

[0009] 进一步说，所述视力调节装置还包括发声装置，所述发声装置包括格栅和发声块，

所述格栅位于外镜筒的下端，所述发声块位于基座上，所述格栅与发声块啮合。

[0010] 进一步说，所述发声块包括发声盒、三角锥和弹性构件，所述发声盒内设有弹簧构

件，三角锥两侧设有边棱，三角锥穿过发声盒，边棱卡在发声盒内，弹簧构件的一端固定在

发声盒内，另一端固定在三角锥上。

[0011] 进一步说，所述调节装置还包括旋柱和瞳距调节轮，旋柱通过上壳体上的轴承固

定在上壳体内，位于中间位置；所述瞳距调节轮固定在旋柱上并可穿过上壳体的瞳距调节

孔；所述镜框上设有锯齿块，所述下镜框与基座嵌套连接，并设有间隙；所述旋柱两端设有

齿轮，齿轮设置在左右两侧的锯齿块之间并啮合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测距装置包括红外测距传感器、红外线发射器或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超声波发射探头，所述红外线发射器或超声波发射探头位于上壳体前端；所述数字显示操

作屏可显示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的距离。

[0013] 进一步说，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上设有定时单元、语音播报单元和扬声器，所述数

字显示操作屏具有距离设定和定时功能，当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的距离小于距离设定值时

或定时时间到时，中央处理器接收数据处理后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

提醒。

[0014] 进一步说，所述姿态量衡装置包括姿态传感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预设头

部姿态阈值信息，姿态传感器采集当前头部姿态信息传送至中央处理器，并与中央处理器

提取存储器中的预设头部姿态阈值信息比对，若超出阈值信息，将信号发送到语音播报单

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提醒。

[0015] 优选的，所述固定带一端分别固定连接在基座两侧和基座上端中间，另一端与固

定扣连接；所述固定带上设有调节扣，用于调节固定带的长度；所述固定扣为插拔式卡扣连

接。

[0016] 本发明是一款纯光学运用双目合像法和雾视疗法来治疗的，是物理疗法，根据屈

光度调节轮调节凹透镜位置从而达到恢复的效果，安全可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坚持佩

戴，对于假性近视人员能够有效保证降低视力度数，对于真性近视人员能够做到视力度数

不涨，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视力度数，缓解眼睛疲劳。

附图说明

[0017]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在附图中：

[0018] 图1为本发明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的俯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的仰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视力调节装置正面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视力调节装置背面结构示意图一。

[0022] 图5为本发明视力调节装置背面结构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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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6为本发明镜筒的内镜筒立体结构图。

[0024] 图7为本发明镜筒的外镜筒立体结构图。

[0025] 图8为本发明发声装置的发声块的立体结构图。

[0026] 图9为本发明发声装置的三角锥的立体结构图。

[0027] 图10本发明发声装置的俯视剖面图。

[0028] 图中：1、上壳体；2、下壳体；3、护垫；4、固定带；5、调节扣；6、固定扣；7、鼻槽；8、屈

光度视窗；9、瞳距调节孔；10、屈光度调节孔；11、基座；12、外镜筒；13、凸透镜；14、上镜框；

15、格栅；16、发声块；161、发声盒；162、三角锥；163、边棱；164、弹簧构件；17、旋柱；18、齿

轮；19、轴承；20、屈光度调节轮；21、瞳距调节轮；22、凹透镜；23、导滑块；24、档位显示块；

25、内镜筒；26、直条孔；27、下镜框；28、导滑槽；29、数字显示操作屏。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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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如图1-10所示，一种可调式视力保健仪，包括壳体、视力调节装置、测距装置、姿态

量衡装置、基座11、护垫3和固定带4，所述壳体包括上壳体1和下壳体2，上壳体1与下壳体2

用螺栓固定连接，所述视力调节装置安装在基座11上并卡扣连接在上壳体1与下壳体2之

间，所述测距装置和姿态量衡装置卡扣连接在上壳体1与下壳体2之间，位于所述视力调节

装置两侧；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设置在上壳体1上；所述测距装置、姿态量衡装置、数字显

示操作屏29与设置在数字显示操作屏29上的中央处理器电连接；所述护垫3与基座11的边

缘固定连接，固定带4固定连接在基座11上。

[0031] 所述视力调节装置包括设置在左右两侧的镜筒、镜框、凸透镜13、凹透镜22和平面

镜，所述镜筒包括内镜筒25和外镜筒12，外镜筒12包围在内镜筒25的外侧，可旋转；所述镜

框包括上镜框14和下镜框27，上镜框14卡扣连接在内镜筒25的上端，下镜框27与内镜筒25

的下端和基座固定连接；所述上壳体1内和下壳体2内的前端设有卡槽，用于固定凸透镜13；

所述内镜筒25上设有两个以上的直条孔26，所述凹透镜22设置在内镜筒25内，其边缘设有

与直条孔26对应的导滑块23；所述平面镜安装在内镜筒25的底端，没有度数，防紫外线和蓝

光；所述外镜筒12外侧设有屈光度调节轮20，所述屈光度调节轮20穿过下壳体2的屈光度调

节孔10；所述外镜筒12内侧设有二个以上的导滑槽28，导滑槽28呈旋弧形分布在外镜筒12

的内侧，所述凹透镜22通过导滑块23穿过内镜筒25上的直条孔26插入导滑槽28内。

[0032] 所述下壳体2上设有鼻槽7和屈光度调节孔10，所述鼻槽7位于下壳体2后端边缘中

央；所述上壳体1上设有屈光度视窗8，所述外镜筒12外侧对应位置设有档位显示块24，所述

屈光度视窗8可以看到档位显示块24的档位。

[0033] 所述视力调节装置还包括发声装置，所述发声装置包括格栅15和发声块16，所述

格栅15位于外镜筒12的下端，所述发声块16位于基座11上，所述格栅15与发声块16啮合。

[0034] 所述发声块16包括发声盒161、三角锥162和弹性构件，所述发声盒161内设有弹簧

构件，三角锥162两侧设有边棱163，三角锥162穿过发声盒161，边棱163卡在发声盒内，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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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164的一端固定在发声盒161内，另一端固定在三角锥162上。

[0035] 所述调节装置还包括旋柱17和瞳距调节轮21，旋柱17通过上壳体1上的轴承19固

定在上壳体1内，位于中间位置；所述瞳距调节轮21固定在旋柱17上并可穿过上壳体1的瞳

距调节孔9；所述镜框上设有锯齿块，所述下镜框27与基座11嵌套连接，并设有间隙；所述旋

柱17两端设有齿轮，齿轮18设置在左右两侧的锯齿块之间并啮合连接。

[0036] 所述测距装置包括红外测距传感器、红外线发射器或超声波测距传感器、超声波

发射探头，所述红外线发射器或超声波发射探头位于上壳体1前端；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

可显示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的距离。

[0037] 所述数字显示操作屏29上设有定时单元、语音播报单元和扬声器，所述数字显示

操作屏29具有距离设定和定时功能，当目标物与保健仪之间的距离小于距离设定值时或定

时时间到时，中央处理器接收数据处理后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提

醒。

[0038] 所述姿态量衡装置包括姿态传感器和存储器，所述存储器存储预设头部姿态阈值

信息，姿态传感器采集当前头部姿态信息传送至中央处理器，并与中央处理器提取存储器

中的预设头部姿态阈值信息比对，若超出阈值信息，将信号发送到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

发出语音提醒。

[0039] 所述固定带4一端分别固定连接在基座11两侧和基座11上端中间，另一端与固定

扣6连接；所述固定带4上设有调节扣5，用于调节固定带4的长度。所述固定扣6为插拔式卡

扣连接。

[0040] 在治疗过程中，主要运用了双目合像法和雾视疗法，双目合像法就是提供一个以

近视远的环境，看近处就像达到看远处的效果，让眼睛达到一个松弛的状态。雾视疗法是通

过屈光度调节轮调20节到雾视状态，在通过人体的自身调节，激活睫状肌带动晶状体变薄，

向正视的方向驱动，光线通过保健仪的凸透镜13、凹透镜22和平面镜折射进入眼睛，激活黄

斑区的视觉细胞，使睫状肌的动态微平衡得以扩大，修复屈光系统。

[0041] 使用可调式保健仪前，要先验光和测视力，(需测裸眼远视力和戴镜远视力及屈光

度)，建视力挡案。在使用可调式视力保健仪时，通过数字显示操作屏29设置好使用时间及

保健仪与目标物之间的距离，然后将保健仪戴在眼睛上并调节固定带4长度固定在头上，然

后调节瞳距调节轮21带动旋柱17旋转，旋柱17两端设有齿轮18并与上镜框14和下镜框27啮

合，转动瞳距调节轮21时使上镜框14和下镜框27均同时向内或向外运动，使左右镜筒在视

物时合一，每个人的瞳距是固定的，瞳距是第一次佩戴才需要调节的，调节定位后就可以不

动了；如果视物不清晰，可向内转动屈光度调节轮20，通过屈光度调节轮20带动外镜筒12旋

转，由于凹透镜22边缘设有导滑块23，导滑块23穿过内镜筒25的直条孔26与外镜筒12内侧

的导滑槽28连接，导滑槽28呈旋弧形，当转动屈光度调节轮20时，凹透镜22可沿直条孔26前

后移动。左右镜筒内的凹透镜22可以单独调节，方便左右眼度数不同的使用者。

[0042] 通过镜筒内凹透镜22的前后移动，保健仪的屈光度可分为6个档位调节，凹透镜22

移动到最后(也就是最靠近眼部)，屈光度为-2.0D，凹透镜22移动到最前，屈光度为+0.5D。

在转动屈光度调节轮20的过程中，发声装置会发出“哒”的提示声音，表示凹透镜22移动一

个档位，为0.5D，并且在上壳体1上的屈光度视窗8可以看到调整的对应档位。

[0043] 调节屈光度调节轮20到对应的档位，单眼调微雾，以视标微雾但又能辨认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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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保健仪是通过光学疗法，所以佩戴时一定要视物，并且有充足的光线，可以通过看书、

看视力表看电视或看动画片的方式保健视力，看书时，书本与眼睛视线平齐，距离40公分左

右，以书本上的字微雾但又能辨认，每次20分钟；看视力表时，站(坐)在5米处看视力表，从

0.1调到微雾开始看，看清楚后再逐行往下继续看，一次10分钟；看电视或看动画片时，调微

雾开始看，看清楚后再调微雾看，一次15-20钟。使用以上方法连续调理时，两次间隔最短10

分钟。做完保健仪调理后测视力或验光，要休息10分钟左右进行。当保健仪距离与目标物距

离小于设定值时，中央处理器接收数据处理后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

“请保持距离”的提醒。保健仪具有定时提醒功能，使用保健仪的时间到达设定时间时，中央

处理器接收数据处理后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出语音“训练时间到了”的提

醒。训练时，姿态传感器实时采集头部姿态信息至中央处理器，并与中央处理器提取存储器

中预设的姿态阈值信息比对，若超出姿态阈值信息，发送信号至语音播报单元经扬声器发

出语音“请调整姿态”的提醒。

[0044] 训练时，要有充足的光线，使用者在第一次佩戴时，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进行

佩戴，如果有眼球酸胀的感觉属于正常现象，是由于佩戴时睫状肌运动造成的，停止后五分

钟，看看远方即可恢复正常。每天佩戴3次以上，理论上次数越多效果越好。

[0045]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7997934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9

CN 107997934 B

9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10

CN 107997934 B

10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11

CN 107997934 B

11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6 页

12

CN 107997934 B

12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5/6 页

13

CN 107997934 B

13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4

CN 107997934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