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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视力矫正眼镜领域，尤其涉及一种

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包括镜框(3)及镜腿(4)；

镜框(3)内设有一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一体

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包括圆形镜片体(1)；圆形

镜片体(1)分为上功能区及下功能区；上功能区

为视远区(101)；下功能区为视近区(102)；视远

区(101)为凹透镜；下功能区为一端厚一端薄的

曲面棱镜与凸透镜复合而成的复合曲面透镜；镜

框(3)上设有控制模块(5)。本发明便于控制设计

精度，有效解除近视眼患者的睫状肌痉挛，在使

用者出现非规范读写姿势时，能提供报警警示，

可有效预防、治疗假性近视，又能矫正内隐斜视

和外隐斜视。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06950720 B

2019.01.22

CN
 1
06
95
07
20
 B



1.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包括镜框(3)及镜腿(4)；其特征在于，所述镜框(3)内设有一

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所述一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包括圆形镜片体(1)；所述圆形镜片

体(1)分为上功能区及下功能区；上功能区为视远区(101)；下功能区为视近区(102)；所述

视远区(101)为凹透镜；所述下功能区为一端厚一端薄的曲面棱镜与凸透镜复合而成的复

合曲面透镜；所述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的折射率n＝1.5～1.6；所述圆形镜片体(1)

的直径D为70mm；阿贝数为34.7；所述视近区(102)在使用区域的棱镜度Ψ为2～4Δ；所述圆

形镜片体(1)中心厚度大于或等于1.0mm；所述圆形镜片体(1)的镜片直径为为70mm～75mm；

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的光度差为300～500度；所述视远区(101)光学中心A与视远区

(101)与视近区(102)之间分界线(2)的距离为4mm～5mm；所述视近区(102)光学中心B与视

远区(101)与视近区(102)之间分界线(2)的距离为7mm～8mm，内移1mm～2mm；

所述视远区(101)及视近区(102)中各表面上动点位置满足如下规律：

其中：D为镜片直径；h0为圆形镜片体中心厚度；Ψ为视近区棱镜度；

设M(X,Y,Z)为前表面视远区(101)球面上的一点，以该球面球心O为坐标原点建立三维

直角坐标系及球坐标系，对于球坐标系，Φ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轴

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角，其中P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前

表面视远区(101)曲率半径；

设 为前表面视近区(102)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 点； 点坐标为

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为有向线段 与X轴正

向夹角，其中 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Q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 为前表面视近区

(102)曲率半径；

设m(x,y,z)为后表面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o点；o点坐标为(0,0,R-r-h0) , 为有向

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轴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

角，其中N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后表面曲率半径；

F：视远区屈光度；

视近区屈光度；

n：镜片折射率；

x,y,z：后表面三维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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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前表面视远区三维直角坐标；

前表面视近区三维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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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视力矫正眼镜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青少年，能预防和治疗假性近

视，矫正内外隐斜视的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

背景技术

[0002] 近视是眼睛看不清远物、却看清近物的症状。在屈光静止的前提下，远处的物体不

能在视网膜汇聚，而在视网膜之前形成焦点，因而造成视觉变形，导致远方的物体模糊不

清。近视分屈光和轴性两类。其中近视发生的原因大多为眼球前后轴过长(称为轴性近视)，

其次为眼的屈光力较强(称为曲率性近视)。近视多发生在青少年时期，遗传因素有一定影

响，但其发生和发展，与灯光照明不足，阅读姿势不当，近距离工作较久等有密切关系。

[0003] 近视眼度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眼轴长度延长。医学研究证实，眼球延长依赖视网

膜周边离焦，按照屈光学理论，焦点落在视网膜前面者称为近视性离焦，落在视网膜后面者

称为远视性离焦。近视眼的视网膜中央呈近视性离焦，而视网膜周边呈远视性离焦，这种视

网膜周边远视性离焦系促使近视眼度数不断增加的主因。

[0004] 目前，儿童和青少年近视发生早，发展速度快，据统计，小学、初中、高中平均近视

率至少在60％以上，是目前危害我国中小学生健康最突出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有效干预，这

一数字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上至今为止出现许多防治近视的仪器，其基本技术路线包括：

[0005] (1)按摩、电脉冲刺激穴位；(2)磁场穴位刺激；(3)中草药局部渗入；(4)小孔眼镜；

(5)眼球施压；(6)单纯凸透镜雾视疗法。经临床试验证明，上述方法均不能针对近视的病因

及发病机理产生良好的防治作用。目前对于青少年近视，眼科医院和眼镜店主要以配戴单

光或双光渐进眼镜来干预，因为没有考虑到近视孩子是否有斜视，是什么类型的斜视、没有

考虑到人眼看近眼球调节和集合，所以达不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或是效果不明显，造成近

视度数不断增长。

[0006] 另外，众所周知，中小学生学习看书时,并不是坐的越直越好,眼睛距离书本一尺

(33CM)左右,如果控制不住这个距离,那只会起到反作用。现在中小学生由于读写坐姿不正

确，一般市场上采用托住坐姿矫正器，这种矫正器携带不方便，安装在桌子上也不是很方

便、美观，所以不容易普及。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便于控制设计精度，有效解除近

视眼患者的睫状肌痉挛，使晶状体凸度降低，在使用者出现非规范读写姿势时，能提供报警

警示，可有效预防、治疗假性近视，又能矫正内隐斜视和外隐斜视的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9] 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包括镜框及镜腿；所述镜框内设有一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

片；所述一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包括圆形镜片体；所述圆形镜片体分为上功能区及下功

能区；上功能区为视远区；下功能区为视近区；所述视远区为凹透镜；所述下功能区为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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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一端薄的曲面棱镜与凸透镜复合而成的复合曲面透镜；所述视远区与视近区的折射率n

＝1.5～1.6；所述圆形镜片体的直径D为70mm；阿贝数为34.7；所述视近区在使用区域的棱

镜度Ψ为2～4Δ；所述圆形镜片体中心厚度大于或等于1.0mm；所述圆形镜片体的镜片直径

为为70mm～75mm；视远区与视近区的光度差为300～500度；所述视远区光学中心A与视远区

与视近区之间分界线的距离为4mm～5mm；所述视近区光学中心B与视远区与视近区之间分

界线的距离为7mm～8mm，内移1mm～2mm；

[0010] 所述视远区及视近区中各表面上动点位置满足如下规律：

[0011]

[0012]

[0013]

[0014] 其中：D为镜片直径；h0为圆形镜片体中心厚度；Ψ为视近区棱镜度；

[0015] 设M(X,Y,Z)为前表面视远区球面上的一点，以该球面球心O为坐标原点建立三维

直角坐标系及球坐标系，对于球坐标系，Φ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轴

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角，其中P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前

表面视远区曲率半径；

[0016] 设 为前表面视近区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 点； 点坐标为

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 为有向线段 与X轴正

向夹角，其中 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Q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 为前表面视近区曲

率半径；

[0017] 设m(x,y,z)为后表面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o点；o点坐标为(0,0,R-r-h0) , 为

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轴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角，其中N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后表面曲率半径；

[0018] F：视远区屈光度；

[0019] 视近区屈光度；

[0020] n：镜片折射率；

[0021] x,y,z：后表面三维直角坐标；

[0022] X,Y,Z：前表面视远区三维直角坐标；

[0023] 前表面视近区三维直角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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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0026] 本发明通过视远区与视近区的组合使用，能有助于眼睛内部晶状体、睫状体及眼

扩肌的调节，减少眼睛内在的自我调节与集合，并起到减缓眼睛疲劳，使得抑制近视度数增

加，预防、治疗假性近视以及矫正内外隐斜视的效果更加明显，青少年及孩子在学习和生活

中，不知不觉即可达到预防和治疗之功效。本发明可为人眼提供程度可控的近视化周边离

焦，防止眼轴增长，延缓近视加深。本发明不仅适于视力正常人，也可适于各种屈光不正者，

实践中，可根据不同个体的屈光情况，采用相应的一体化光学组合透镜，确定屈光度及棱镜

度，即可达到预期效果。本发明通过在镜框上设置控制模块可以达到坐姿不正的时候给予

警示，预防近视的发生或发展。

附图说明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仅局

限于下列内容的表述。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圆形镜片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圆形镜片体曲面坐标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控制模块电路原理框图。

[0032] 图中：1、圆形镜片体；101、视远区；102、视近区；2分界线；3、镜框；4、镜腿；5、控制

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如图1及图2所示，智能控制视力矫正镜，包括镜框3及镜腿4；所述镜框3内设有一

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所述一体化眼位近视矫正镜片包括圆形镜片体1；所述圆形镜片体

1分为上功能区及下功能区；上功能区为视远区101；下功能区为视近区102；所述视远区101

为凹透镜；所述下功能区为一端厚一端薄的曲面棱镜与凸透镜复合而成的复合曲面透镜。

[0034] 本发明所述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的折射率n＝1.5～1.6。

[0035] 本发明所述圆形镜片体1的直径D为70mm；阿贝数为34.7。

[0036] 本发明所述视近区102在使用区域的棱镜度Ψ为2.5Δ。

[0037] 本发明所述圆形镜片体1中心厚度大于或等于1.0mm。

[0038] 本发明所述圆形镜片体1的镜片直径为为70mmmm；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的光度

差为400度。

[0039] 本发明所述视远区101光学中心A与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之间分界线2的距离为

4.5mm；所述视近区102光学中心B与视远区101与视近区102之间分界线2的距离为7.5mm，内

移1.5mm。

[0040] 参见图3所示，本发明所述视远区101及视近区102中各表面上动点位置满足如下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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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0043]

[0044] 其中：D为镜片直径；h0为圆形镜片体中心厚度；Ψ为视近区棱镜度；

[0045] 设M(X,Y,Z)为前表面视远区101球面上的一点，以该球面球心O为坐标原点建立三

维直角坐标系及球坐标系，对于球坐标系，Φ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

轴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角，其中P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

前表面视远区101曲率半径；

[0046] 设 为前表面视近区102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 点； 点坐标为

为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 为有向线段 与X轴正

向夹角，其中 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Q为点 在XOY面上的投影； 为前表面视近区102

曲率半径；

[0047] 设m(x,y,z)为后表面球面上的一点，其球心为o点；o点坐标为(0,0,R-r-h0) , 为

有向线段 与Z轴正向所夹的角，θ为从Z轴正向来看自X轴按逆时针方向转到有向线段

的角，其中N为点m在XOY面上的投影；r为后表面曲率半径；

[0048] F：视远区屈光度；

[0049] 视近区屈光度；

[0050] n：镜片折射率；

[0051] x,y,z：后表面三维直角坐标；

[0052] X,Y,Z：前表面视远区三维直角坐标；

[0053] 前表面视近区三维直角坐标；

[0054]

[0055]

[0056] 参见图4所示，本发明在所述镜框3上设有控制模块5；所述控制模块5包括角度传

感器、位移传感器、控制器、震动电机及蜂鸣器；所述角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震动电机及

蜂鸣器的信号传输端口分别与控制器的信号传输端口相接。

[0057] 近视患者通过视近区看物体时，物体发射的光线经凸透镜收敛，经晶状体聚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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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于视网膜前，成像模糊不清，由于人眼的生理性适应功能，会自动通过神经反射调节睫

状肌放松，使睫状肌肌环变大，睫状韧带牵引晶状体，晶状体张力减小，变薄，凸度变小，使

像点后移至视网膜成较清晰图像。

[0058] 本发明通过特定曲面棱镜与凸透镜的复合形成复合镜片，可以使近处物体发散出

来的光线变成平行光线入眼，减轻了两眼的集合作用，从而带动了调节方式，去除了假性近

视，并控制真性近视的发展。本发明既满足将视网膜对应改变为视网膜黄斑区的中心小凹

对应又能通过棱镜和凸透镜来改变看近用眼时的调节和集合，通过雾视和反向调节迫使睫

状肌松弛，晶体屈光度减小来恢复视力。

[0059] 本发明在具体使用时，先从验光是否有斜视、眼运动、双眼视觉功能，双眼视直觉，

双眼视运动、双眼视中枢及出光成像等方面的检查入手，根据具体情况个性化矫正方案，将

视网膜对应改变为视网膜黄斑区的中心小凹对应，在戴镜过程中，根据孩子是否有斜视及

斜视的变化、视力矫正情况定期更换镜片，长期使用对视觉无影响，最终达到矫正斜视，控

制和降低屈光度，提升裸眼视力的作用。

[0060] 另外，本发明在具体使用时，当镜腿前端向下倾斜大于某个角度时，角度传感器将

所采集的状态信号传至控制器，控制响应并驱动震动电机及蜂鸣器发出报警信息。同样，当

镜框距离被看物达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将所采集的状态信号传至控制器，控制响应

并驱动震动电机及蜂鸣器发出报警信息。

[0061] 实施例1：

[0062]

戴镜前右眼近视度数 475度 戴镜前右眼裸眼视力  

戴镜后右眼近视度数 325度 戴镜前右眼裸眼视力  

戴镜前左眼近视度数 375度，散光150度 戴镜前左眼裸眼视力  

戴镜后左眼近视度数 175度，散光没有 戴镜前左眼裸眼视力  

双眼合计降低近视度数 425度 双眼合计提升裸眼视  

[0063] 实施例2：

[0064]

戴镜前右眼近视度数 -3.00 戴镜前右眼裸眼视力 0.25

戴镜后右眼近视度数 -0.25 戴镜后右眼裸眼视力 1.0-2

戴镜前左眼近视度数 -3.50 戴镜前左眼裸眼视力 0.2

戴镜后左眼近视度数 -0.25 戴镜后左眼裸眼视力 1.0-2

双眼合计降低近视度数 600度 双眼合计提升裸眼视 12行

[0065] 实施例3：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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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实施例4：

[0069]

[0070] 实施例5：

[0071]

[007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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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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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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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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