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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

镜片属于眼镜技术领域。现有近视眼镜片不能同

时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

离焦和矫正眼调节集合功能障碍。本发明眼镜片

面型设置为鼻侧治疗区、颞侧治疗区、中央矫正

区、调节集合矫正区四个区域，基于眼调节集合

设置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和集合型鼻颞侧周边

离焦眼镜片、双焦点调节型和集合型鼻颞侧周边

离焦眼镜片四种类型。这种眼镜片具有同时矫正

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

和矫正近视眼调节及集合功能障碍，适用于眼位

正常、内斜视或者外斜视儿童青少年近视眼人群

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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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为框架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眼

镜片面型包括四个区域：鼻侧治疗区位于眼镜片鼻侧周边区域、用于矫正颞侧视网膜周边

远视性离焦，颞侧治疗区位于眼镜片颞侧周边区域、用于矫正鼻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

中央矫正区位于眼镜片中央并向上侧延伸至眼镜片周边区域、用于矫正视网膜中央近视性

离焦，中央矫正区按照个体配戴者5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远距离用中央矫正区度数、按

照2m至40c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中距离用中央矫正区度数，中央矫正区屈光度数设置

为-0.00D至-8.00D，调节集合矫正区位于眼镜片中央下侧区域、或者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

侧治疗区下侧区域、或者位于眼镜片中央下侧并延伸至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区

域，用于矫正眼调节和集合功能障碍，其屈光度数按照个体配戴者80cm至30cm基准距离主

观验光定制度数、屈光度数设置为相对于中央矫正区度数正加值+0.50D至+3.00D，四个区

域设置为四个互不相同屈光度数；

所述眼镜片设置四种类型：基于眼调节设置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位于光学中心水平经线上下侧8mm至12mm之内周边区域、中央

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镜片，视远区和过渡区及视近区位于眼镜片上

侧并沿中央延伸至下侧周边区域，过渡区至少位于光学中心垂直经线下侧8mm以下区域、像

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周边区域，基于眼调节设置为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

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边区域，中央矫正区

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基于眼集合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

焦眼镜片，渐进多焦点镜片视近区设置为一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或者设置一个基底向

下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0.3Δ至1.5Δ，使其镜片厚度均匀一致，基于眼集合设置为双焦点

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边区

域，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在调节集合矫正区或者复合中央矫

正区设置为一个至三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0.5Δ至10.0Δ。

2.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各占据眼镜片周边圆周90°至180°范围。

3.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设置为相对于中央矫正区屈光度数正加值+0.50D+

3.00D，鼻侧治疗区大于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0.50D+2.00D。

4.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中央矫正区设置为向上开窗式、占据眼镜片上侧周边圆周90°至180°范围，远距离用中央矫

正区的眼镜片用于制备室外远中近距离用眼镜，中距离用中央矫正区的眼镜片用于制备室

内中近距离用眼镜。

5.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其过渡区至少设置在眼镜片光学中心下侧9mm区域、像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

下侧区域。

6.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调节集合

矫正区上侧缘距光学中心3mm以上、调节集合矫正区较中央矫正区的中心垂直向鼻侧内移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068938 A

2



距离1mm至4mm。

7.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设置为鼻

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颞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中央矫正区复合调节集

合矫正区三个双焦点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及中央矫正区与调节集合矫正区连接

处，用渐进屈光度数将上下两个区域屈光度数融合一致，形成无形双焦点镜片。

8.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调节集合

矫正区设置为圆顶形状或者弧顶形状。

9.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设置基底朝向鼻侧三棱镜片，其中在调节集合矫正

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个上下水平排列三棱镜片、或者在中

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各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个上下水

平排列三棱镜片并复合在中央矫正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所述三棱镜片棱镜度数，下侧三

棱镜片大于上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

10.按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其特征在于：所

述眼镜片采用数控车床磨削、或者采用模具浇铸或者注塑成形，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

设置在眼镜片前镜面、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者四个区域

均设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者将眼镜片四个区域设置在防蓝光眼镜片、太阳眼镜片、偏光眼

镜片、防雾眼镜片镜面之上，所述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调节

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焦伴有

内斜视或者正常眼位的近视眼镜，所述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

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焦

伴有外斜视的近视眼镜，所述眼镜片选择瞳高22mm至30mm眼镜架，眼镜片安装在单层眼镜

架之上，或者安装在旋转式、折叠式眼镜架之上，或者安装在配镜者自由切换镜框、鼻托、镜

腿的模块组合式眼镜框之上。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068938 A

3



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眼镜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这种眼镜片是基于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

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焦和矫正内斜视或者外斜视近视眼的眼镜片。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青少年近视眼防控是全球社会性问题，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眼更显问题严重

性。儿童青少年近视眼矫控主要是框架眼镜，现有近视眼镜主要是近视周边离焦眼镜片、渐

进多焦点眼镜片和复合三棱镜片。现有眼镜片矫正功能单一，无有一种眼镜片同时具备三

种矫正功能。现有周边离焦框架眼镜片是将眼镜片中央部位设计为矫正近视眼中央近视性

离焦的凹透镜片，周边部位设计为均匀一致相对性凸透镜片。周边离焦理论缔造者EL 

Smith史密斯在WO2012/012826专利中阐述了1155例儿童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检测结

果，颞侧周边离焦40°均值为+2.47D、鼻侧周边离焦40°均值为+1.64D，鼻颞侧周边离焦均值

差为+0.83D。本发明人测量个别人鼻颞侧周边离焦差值为+1.25D，应用周边等量凸透镜片

并不能消除或者减少鼻颞侧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还产生一侧过矫、一侧矫正不足，产

生新的鼻颞侧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

[0003] 目前尚未见有同时矫正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和矫正眼睛调节

及矫正集合功能障碍眼镜片，儿童青少年近视眼矫控眼镜仍是眼科和眼镜领域技术难题之

一。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周边远视性离

焦和矫正内斜视或者外斜视近视眼的眼镜片。

[0005] 本发明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6] 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为框架眼镜片，以下称为这种眼

镜片。这种眼镜片面型包括四个区域：鼻侧治疗区位于眼镜片鼻侧周边区域、用于矫正颞侧

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颞侧治疗区位于眼镜片颞侧周边区域、用于矫正鼻侧视网膜周边

远视性离焦。中央矫正区位于眼镜片中央并向上侧延伸至眼镜片周边区域、用于矫正视网

膜中央近视性离焦，中央矫正区按照个体配戴者5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远距离用中央矫

正区度数、按照2m至40c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中距离用中央矫正区度数，中央矫正区屈

光度数设置为-0.00D至-8.00D。调节集合矫正区位于眼镜片中央下侧区域、或者位于鼻侧

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区域、或者位于眼镜片中央下侧并延伸至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

区下侧区域，用于矫正眼调节和集合功能障碍，其屈光度数按照个体配戴者80cm至30cm基

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度数、屈光度数设置为相对于中央矫正区度数正加值+0 .50D至+

3.00D，四个区域设置为四个互不相同屈光度数。

[0007] 这种眼镜片设置四种类型：基于眼调节设置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

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位于光学中心水平经线上下侧8mm至12mm之内周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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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镜片，视远区和过渡区及视近区位于眼镜

片上侧并沿中央延伸至下侧周边区域，过渡区至少位于光学中心垂直经线下侧8mm以下区

域、像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周边区域。基于眼调节设置为双焦点调节型

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边区域，中央

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基于眼集合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

周边离焦眼镜片，渐进多焦点镜片视近区设置为一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或者设置一个

基底向下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0.3Δ至1.5Δ，使其镜片厚度均匀一致。基于眼集合设置为

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

边区域，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在调节集合矫正区或者复合中

央矫正区设置为一个至三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0.5Δ至10.0Δ。

[0008] 这种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各占据眼镜片周边圆周90°至180°范围。鼻

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设置为相对于中央矫正区屈光度数正加值+0 .50D+

3.00D，鼻侧治疗区大于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0.50D+2.00D。

[0009] 这种眼镜片中央矫正区设置为向上开窗式、占据眼镜片上侧周边圆周90°至180°

范围，远距离用中央矫正区的眼镜片用于制备室外远中近距离用眼镜，中距离用中央矫正

区的眼镜片用于制备室内中近距离用眼镜。

[0010] 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

焦眼镜片，其过渡区至少设置在眼镜片光学中心下侧9mm区域、像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

侧治疗区下侧区域。

[0011]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调节集合矫正区上侧缘距光学中心3mm以上、调节集合矫正区较中央矫正区的中心垂直向

鼻侧内移距离1mm至4mm。

[0012]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设置为鼻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颞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中央矫正区复

合调节集合矫正区三个双焦点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及中央矫正区与调节集合矫

正区连接处，用渐进屈光度数将上下两个区域屈光度数融合一致，形成无形双焦点镜片。

[0013]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圆顶形状或者弧顶形状。

[0014] 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设置基底向朝鼻侧三棱镜片，其中在调节

集合矫正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个上下水平排列三棱镜片、

或者在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各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

个上下水平排列三棱镜片并复合在中央矫正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所述三棱镜片棱镜度

数，下侧三棱镜片大于上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

[0015] 这种眼镜片采用数控车床磨削、或者采用模具浇铸或者注塑成形，鼻侧治疗区和

颞侧治疗区设置在眼镜片前镜面、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

者四个区域均设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者将眼镜片四个区域设置在防蓝光眼镜片、太阳眼

镜片、偏光眼镜片、防雾眼镜片镜面之上。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

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

焦伴有内斜视或者正常眼位的近视眼镜，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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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

焦伴有外斜视的近视眼镜。这种眼镜片选择瞳高22mm至30mm眼镜架，眼镜片安装在单层眼

镜架之上，或者安装在旋转式、折叠式眼镜架之上，或者安装在配镜者自由切换镜框、鼻托、

镜腿的模块组合式眼镜框之上。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现有眼镜片矫正功能单一，不能同时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

视性离焦和矫正近视眼调节及集合功能障碍。

[0018] 2.本发明眼镜片采用全新光学面型设计，光学面型设计有鼻侧治疗区、颞侧治疗

区、中央矫正区、调节集合矫正区四个区域。基于眼调节设置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

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减少眼睛视近调节负荷。基于眼集

合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减少眼睛集合负荷。

[0019] 3.这种眼镜片具有同时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和矫

正近视眼调节及集合功能障碍，适用于眼位正常、内斜视或者外斜视儿童青少年近视眼人

群配戴。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视近区复合基底朝向下侧的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

示意图；

[0023] 图4是调节集合矫正区位于中央矫正区下侧的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调节集合矫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的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

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调节集合矫正区位中央矫正区和鼻侧治疗区及颞侧治疗区下侧的双焦点调

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的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结构示意图；

[0027] 图8是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个三棱镜片的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结构示意图；

[0028] 图9是调节集合矫正区和中央矫正区各设置一个三棱镜片的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

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29] 图10是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二个三棱镜片和中央矫正区设置一个三棱镜片的双

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鼻侧治疗区；2颞侧治疗区；3中央矫正区；4调节集合矫正区；5凹透镜片；6

凸透镜片；7基底朝向鼻侧三棱镜片；8基底朝向下侧三棱镜片；9视远区；10过渡区；11视近

区；12像散区；13渐进多焦点镜片；14双焦点镜片。

[0031] 符号缩写：H：(Horizontal)水平经线；V：(Vertical)垂直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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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为框架眼镜片，以下

称为这种眼镜片。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4] 一种基于眼调节集合的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为框架眼镜片，以下称为这种眼

镜片。这种眼镜片采用数控车床磨削、或者采用模具浇铸、或者注塑成形眼镜片面型。这种

眼镜片面型设置为四个互不相同屈光度数的四个区域，目的是矫正鼻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

离焦、颞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减轻眼调节负荷、减轻眼集合力。

[0035] 进入眼球周边视网膜光线是对侧折射，鼻侧周边视网膜接受来自颞侧光线、颞侧

周边视网膜接受来自鼻侧光线，故此眼镜片周边部位屈光度数设计，鼻侧治疗区位于眼镜

片鼻侧周边区域、用于矫正颞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颞侧治疗区位于眼镜片颞侧周边

区域、用于矫正鼻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近视眼存在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这种远视

性离焦存在鼻颞侧不对称性，颞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大于鼻侧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

焦。将眼镜片周边部位设置鼻颞侧、采用不等量矫正度数，可以消除或者减少鼻颞侧不对称

远视性离焦，故此眼镜片面型设置为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是最根本性设计。

[0036] 中央矫正区位于眼镜片中央并向上侧延伸至眼镜片周边区域、用于矫正视网膜中

央近视性离焦，中央矫正区向上开窗式，目的是扩大中央视野。为了适应不同人群配戴需

要，可以设置不同基准距离的中央矫正区，按照个体配戴者5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远距

离用中央矫正区度数、按照2m至40c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中距离用中央矫正区度数，中

央矫正区屈光度数设置为-0.00D至-8.00D。中央矫正区设置-0.00D，目的是为远视储备不

足、父母为近视眼者、视网膜鼻颞侧周边呈现远视性离焦、配戴角膜塑性镜的儿童青少年近

视者需要。

[0037] 这种眼镜片调节集合矫正区5设置在眼镜片中央下侧区域(如图4)、或者设置在鼻

侧治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下侧区域(如图5)、或者设置在眼镜片中央下侧并延伸至鼻侧治

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下侧区域(如图6)。设置调节集合矫正区是用于矫正眼调节和集合功

能障碍，近视眼通常伴有调节和集合功能障碍。调节集合矫正区屈光度数按照个体配戴者

80cm至30cm基准距离主观验光定制度数、或者将调节集合矫正区屈光度数设置为相对于中

央矫正区度数正加值+0.50D至+3.00D。

[0038] 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设置在眼镜片前镜面、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

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者四个区域均设置在眼镜片内镜面，或者将眼镜片四个区域设置在

防蓝光眼镜片、太阳眼镜片、偏光眼镜片、防雾眼镜片镜面之上。

[0039] 这种眼镜片设置四种类型，基于眼调节设置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

眼镜片(如图1)，鼻侧治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位于光学中心水平经线上下侧8mm至12mm之内

周边区域、确保鼻侧治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有足够治疗范围。中央矫正区3和调节集合矫正

区4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镜片13，视远区9和过渡区10及视近区11位于眼镜片上侧并沿中央延

伸至下侧周边区域，过渡区10至少位于光学中心垂直经线下侧8mm以下区域、以确保渐进渐

进多焦点镜片13的像散区12与鼻侧治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不互相干扰，像散区12位于鼻侧

治疗区1和颞侧治疗区2下侧周边区域。

[0040] 基于眼调节设置为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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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边区域，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基

于眼集合设置为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如图2)，渐进多焦点镜片13视

近区11设置为一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7，设置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7矫正伴有隐性或者显

性外斜视的近视眼。在渐进多焦点镜片13视近区11设置为设置一个基底向下侧三棱镜片8

(如图3)，棱镜度数0.3Δ至1.5Δ，补偿三棱镜片使其镜片厚度均匀一致。

[0041] 基于眼集合设置为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

区分别位于眼镜片鼻颞侧周边区域，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双焦点镜片。近

视眼多伴有外斜视，利用基底朝向鼻侧三棱镜可以有效控制近视度数发展，在调节集合矫

正区或者复合中央矫正区设置为一个至三个基底向鼻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0.5Δ至10.0

Δ。

[0042] 这种眼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各占据眼镜片周边圆周90°至180°范围，大

于90°范围是为了确保有效治疗区域范围足够大。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设置

为相对于中央矫正区屈光度数正加值+0.50D+3.00D，鼻侧治疗区大于颞侧治疗区屈光度数

+0.50D+2.00D，其目的是矫正颞侧视网膜较大远视性离焦度数。

[0043] 中央矫正区设置为向上开窗式、占据眼镜片上侧周边圆周90°至180°范围。远距离

用中央矫正区的眼镜片用于制备室外远中近距离用眼镜，中距离用中央矫正区的眼镜片用

于制备室内中近距离用眼镜。

[0044] 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

焦眼镜片，其过渡区至少设置在眼镜片光学中心下侧9mm区域。像散区位置与过度区位置有

相关性，在确保矫正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区域基础之上，将过度区适当

向下移位，使得像散区位于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下侧区域。

[0045]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调节集合矫正区上侧缘距光学中心3mm以上、其目的是确保中央矫正区和调节集合矫正区

均有足够区域。调节集合矫正区较中央矫正区的中心垂直向鼻侧内移距离1mm至4mm，目的

是眼睛视近集合需要。

[0046] 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

设置为鼻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颞侧治疗区复合调节集合矫正区、中央矫正区复

合调节集合矫正区三个双焦点镜片，鼻侧治疗区和颞侧治疗区及中央矫正区与调节集合矫

正区连接处，用渐进屈光度数将上下两个区域屈光度数融合一致，形成无形双焦点镜片。无

形双焦点镜片外观无明显双光界限及跳跃现象。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或者

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调节集合矫正区设置为圆顶形状或者弧顶形状。

[0047] 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设置基底朝向鼻侧三棱镜片。现有近视眼

调节集合眼镜，仅在视近区设置一个复合三棱镜片。人眼睛具有瞳孔-调节-集合三联动机

制，人眼视远中近距离产生不同调节量，相同生理效应，也产生不同眼集合力，基于集合功

能设计眼镜片，也需要设置不同远中近集合棱镜度数。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设计中，在调节集合矫正区4设置一个三棱镜片(如图7)、目的是确保视近时减轻集合力、

尤其是适应于伴有隐性外斜视的儿童青少年近视眼者配戴。这种眼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

矫正区4设置二个上下水平排列三棱镜片(如图8)，目的是将二个复合三棱镜片设置为二个

梯度棱镜度，逐渐增加棱镜度数。这种眼镜片，或者在中央矫正区3和调节集合矫正区4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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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个三棱镜片(如图9)、目的是适用于伴有显性外斜视，或者外斜视度数明显者。这种眼

镜片，或者在调节集合矫正区4设置二个上下水平排列三棱镜片并复合在中央矫正区3设置

一个三棱镜片(如图10)，目的是适用于伴有更加显性外斜视，或者外斜视度数更加明显者。

所述三棱镜片棱镜度数，下侧三棱镜片大于上侧三棱镜片棱镜度数，棱镜度数：调节集合矫

正区下侧三棱镜片＞调节集合矫正区上侧三棱镜片＞中央矫正区三棱镜片。

[0048] 渐进多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调节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焦伴有内斜视或者正常眼位的

近视眼镜。渐进多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和双焦点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

片，用于制备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远视性离焦伴有外斜视的近视眼镜。这

种眼镜片为了满足四个面型区域设计，选择瞳高22mm至30mm眼镜架，眼镜片安装在单层眼

镜架之上，或者安装在旋转式、折叠式眼镜架之上，或者安装在配镜者自由切换镜框、鼻托、

镜腿的模块组合式眼镜框之上。

[0049] 本发明眼镜片采用全新光学面型设计，光学面型设计有鼻侧治疗区、颞侧治疗区、

中央矫正区、调节集合矫正区四个区域。现有周边离焦眼镜片仅矫正视网膜周边远视性离

焦、渐进多焦点眼镜片仅减轻视近调节、复合三棱镜仅矫正视近集合，本发明眼镜片设计四

个区域，满足四种矫正功能。在新面型设计基础上，基于调节集合设计为渐进多焦点调节型

和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双焦点调节型和集合型鼻颞侧周边离焦眼镜片四种类

型。这种眼镜片具有同时矫正近视眼鼻颞侧视网膜周边不对称性远视性离焦和矫正近视眼

调节及集合功能障碍三种功能，适用于眼位正常、内斜视或者外斜视儿童青少年近视眼人

群配戴，产生预料不到的技术效果，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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