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972802.1

(22)申请日 2019.10.1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65863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1.07

(73)专利权人 巨龙光学（福建）有限公司

地址 355200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秦屿镇

水井头工业区求是路

(72)发明人 董赣兵　

(51)Int.Cl.

G02C 5/20(2006.01)

G02C 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942137 U,2017.02.08

CN 208444099 U,2019.01.29

CN 208569205 U,2019.03.01

CN 208721911 U,2019.04.09

WO 2010069148 A1,2010.06.24

KR 101618451 B1,2016.05.04

KR 20160004555 A,2016.01.13

US 2011279771 A1,2011.11.17

WO 2018054526 A1,2018.03.29

审查员 林兰兰

 

(54)发明名称

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太阳眼镜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

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为了解决现有眼镜不便

于拆装和更换镜片的问题，所述第二镜框的一侧

设置有第一镜框，且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之间连

接有鼻梁，所述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相远的一侧

均固定有桩头，且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的内侧均

设置有第一镜片槽。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

铰链与桩头通过螺丝固定可以起到便于拆装的

效果，将第二镜腿插入第一镜腿内，通过卡位机

构和卡位凸条的配合可以随意调节第二镜腿和

第一镜腿的整体长度，满足不同头型的使用人

群，使其佩戴更加稳定，增加了实用性，通过调节

机构对限位块进行调节，便于对不同颜色的镜片

进行快速更换，提高了使用者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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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包括第二镜框(9)，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镜框(9)的一

侧设置有第一镜框(5)，且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之间连接有鼻梁(6)，所述第二镜框

(9)与第一镜框(5)相远的一侧均固定有桩头(4)，且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的内侧均

设置有第一镜片槽(17)，所述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的内侧均通过第一镜片槽(17)卡

合有太阳镜镜片(8)，所述鼻梁(6)的下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均转动连接有与太阳镜镜片(8)

相贴合的限位块(14)，所述限位块(14)的后侧固定有与鼻子相抵的鼻托(16)，且限位块

(14)与鼻梁(6)之间连接有调节机构(15)，所述限位块(14)的内侧开设有与第一镜片槽

(17)相连通的第二镜片槽(18)，所述第二镜片槽(18)的内侧设置有卡位凸起(19)，所述太

阳镜镜片(8)的外侧对应卡位凸起(19)的位置处开设有与其相适配的第一卡槽(12)，且太

阳镜镜片(8)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13)，所述桩头(4)的前侧通过螺丝固定有铰链(3)，

所述铰链(3)的内侧转动连接有第一镜腿(10)，所述第一镜腿(10)的一端连接有第二镜腿

(11)，所述第二镜腿(11)的外侧设置有卡位凸条(1)，且第二镜腿(11)的末端套接有脚套

(7)，所述第一镜腿(10)的外侧对应第二镜腿(11)的一端位置处设置有与卡位凸条(1)相配

合的卡位机构(2)；

所述调节机构(15)包括转杆(151)，所述转杆(151)的一端转动连接有套管(152)，所述

套管(152)的一端连接有螺纹杆(153)，所述螺纹杆(15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固定杆(154)，

所述固定杆(154)的一端固定与限位块(14)的外侧，所述转杆(151)的一端固定与鼻梁(6)

的下表面，所述调节机构(15)与限位块(14)和鼻梁(6)之间形成等腰三角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卡位机构(2)

包括开设在第一镜腿(10)外侧壁的通槽(2-1)，所述通槽(2-1)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

有挡板(2-2)，且通槽(2-1)的内侧设置有活动板(2-5)，所述活动板(2-5)的后侧位于中部

位置处设置有与通槽(2-1)转动相连的转动件(2-4)，且活动板(2-5)的后侧位于一端位置

处固定有与卡位凸条(1)相配合的卡条(2-6)，所述活动板(2-5)的后侧位于另一端位置处

固定有与挡板(2-2)相连的弹簧(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卡条(2-6)与

卡位凸条(1)均采用直角三角形结构，且通槽(2-1)的斜面与卡位凸条(1)的斜面方向相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镜腿(10)

的内部为空心结构，空心结构的厚度等于第二镜腿(11)和卡位凸条(1)的厚度之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管(152)的

内部开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的螺纹与螺纹杆(153)表面的丝牙相适配，且套管(152)的外

表面均匀设置有点状的防滑凸起，所述套管(152)的长度与螺纹杆(153)的长度相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镜片槽

(17)和第二镜片槽(18)的内径均与太阳镜镜片(8)的厚度相等，且第一镜片槽(17)和第二

镜片槽(18)的内侧均贴合有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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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太阳眼镜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

背景技术

[0002] 太阳镜是一种为防止太阳光强烈刺激造成对人眼伤害的视力保健用品，随着人们

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太阳镜又可作为美容或体现个人风格的特殊饰品，太阳镜镜片的色

彩决定了镜片能吸收光谱中哪些部分的光。

[0003]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太阳眼镜都是一体式的，不便于整体的拆装，同时每个眼镜只

能装配固定颜色的镜片，不便于对不同颜色的镜片进行更换，增加了消费费用，另外目前市

面上太阳镜的镜腿都是固定长度，不能进行调节，因此无法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实用性较

差。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提供了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包括第

二镜框，所述第二镜框的一侧设置有第一镜框，且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之间连接有鼻梁，所

述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相远的一侧均固定有桩头，且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的内侧均设置有

第一镜片槽，所述第二镜框与第一镜框的内侧均通过第一镜片槽卡合有太阳镜镜片，所述

鼻梁的下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均转动连接有与太阳镜镜片相贴合的限位块，所述限位块的后

侧固定有与鼻子相抵的鼻托，且限位块与鼻梁之间连接有调节机构，所述限位块的内侧开

设有与第一镜片槽相连通的第二镜片槽，所述第二镜片槽的内侧设置有卡位凸起，所述太

阳镜镜片的外侧对应卡位凸起的位置处开设有与其相适配的第一卡槽，且太阳镜镜片的另

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所述桩头的前侧通过螺丝固定有铰链，所述铰链的内侧转动连接有

第一镜腿，所述第一镜腿的一端连接有第二镜腿，所述第二镜腿的外侧设置有卡位凸条，且

第二镜腿的末端套接有脚套，所述第一镜腿的外侧对应第二镜腿的一端位置处设置有与卡

位凸条相配合的卡位机构；

[0006] 所述调节机构包括转杆，所述转杆的一端转动连接有套管，所述套管的一端连接

有螺纹杆，所述螺纹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的一端固定与限位块的外侧，

所述转杆的一端固定与鼻梁的下表面，所述调节机构与限位块和鼻梁之间形成等腰三角

形。

[0007]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卡位机构包括开设在第一镜腿外侧壁的通槽，

所述通槽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挡板，且通槽的内侧设置有活动板，所述活动板的

后侧位于中部位置处设置有与通槽转动相连的转动件，且活动板的后侧位于一端位置处固

定有与卡位凸条相配合的卡条，所述活动板的后侧位于另一端位置处固定有与挡板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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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卡条与卡位凸条均采用直角三角形结构，且通

槽的斜面与卡位凸条的斜面方向相反。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镜腿的内部为空心结构，空心结构的厚度

等于第二镜腿和卡位凸条的厚度之和。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套管的内部开设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的螺纹与

螺纹杆表面的丝牙相适配，且套管的外表面均匀设置有点状的防滑凸起，所述套管的长度

与螺纹杆的长度相等。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第一镜片槽和第二镜片槽的内径均与太阳镜镜

片的厚度相等，且第一镜片槽和第二镜片槽的内侧均贴合有胶条。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铰链与桩头

通过螺丝固定可以起到便于拆装的效果，将第二镜腿插入第一镜腿内，通过卡位机构和卡

位凸条的配合可以随意调节第二镜腿和第一镜腿的整体长度，满足不同头型的使用人群，

使其佩戴更加稳定，增加了实用性，通过调节机构对限位块进行调节，方便对镜片起到便于

更换的效果，满足对不同颜色的镜片进行更换，提高了使用者的使用体验。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中第一镜片槽的位置示意图；

[0015] 图3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图1中A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图2中B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中调节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6为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中卡位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卡位凸条；2、卡位机构；2-1、通槽；2-2、挡板；2-3、弹簧；2-4、转动件；2-5、

活动板；2-6、卡条；3、铰链；4、桩头；5、第一镜框；6、鼻梁；7、脚套；8、太阳镜镜片；9、第二镜

框；10、第一镜腿；11、第二镜腿；12、第一卡槽；13、第二卡槽；14、限位块；15、调节机构；151、

转杆；152、套管；153、螺纹杆；154、固定杆；16、鼻托；17、第一镜片槽；18、第二镜片槽；19、卡

位凸起。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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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1] 请参阅图1～6，本发明实施例中，一种易拆装式户外太阳眼镜，包括第二镜框9，第

二镜框9的一侧设置有第一镜框5，且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之间连接有鼻梁6，第二镜框9

与第一镜框5相远的一侧均固定有桩头4，且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的内侧均设置有第一镜

片槽17，第二镜框9与第一镜框5的内侧均通过第一镜片槽17卡合有太阳镜镜片8，鼻梁6的

下方位于两端位置处均转动连接有与太阳镜镜片8相贴合的限位块14，限位块14的后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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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与鼻子相抵的鼻托16，且限位块14与鼻梁6之间连接有调节机构15，限位块14的内侧开

设有与第一镜片槽17相连通的第二镜片槽18，第二镜片槽18的内侧设置有卡位凸起19，太

阳镜镜片8的外侧对应卡位凸起19的位置处开设有与其相适配的第一卡槽12，且太阳镜镜

片8的另一侧开设有第二卡槽13，桩头4的前侧通过螺丝固定有铰链3，铰链3的内侧转动连

接有第一镜腿10，第一镜腿10的一端连接有第二镜腿11，第二镜腿11的外侧设置有卡位凸

条1，且第二镜腿11的末端套接有脚套7，第一镜腿10的外侧对应第二镜腿11的一端位置处

设置有与卡位凸条1相配合的卡位机构2，卡位机构2包括开设在第一镜腿10外侧壁的通槽

2-1，通槽2-1的内侧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挡板2-2，且通槽2-1的内侧设置有活动板2-5，

活动板2-5的后侧位于中部位置处设置有与通槽2-1转动相连的转动件2-4，且活动板2-5的

后侧位于一端位置处固定有与卡位凸条1相配合的卡条2-6，活动板2-5的后侧位于另一端

位置处固定有与挡板2-2相连的弹簧2-3，如果佩戴时镜腿的长度太长时，可以用手捉住第

一镜腿10，同时用另一只手抓住第二镜腿11并向第一镜腿10内部输送，卡条2-6与卡位凸条

1均采用直角三角形结构，且通槽2-1的斜面与卡位凸条1的斜面方向相反，活动板2-5的中

部与通槽2-1转动连接，同时活动板2-5的一端后侧与挡板2-2之间通过弹簧2-3相连，弹簧

2-3会对活动板2-5施以张力，因此通过“跷跷板”原理，活动板2-5对应弹簧2-3的一侧翘起，

反之活动板2-5的另一侧下压穿过通槽2-1延伸至第一镜腿10内部，第二镜腿11在输送时其

表面卡位凸条1的斜面与活动板2-5上卡条2-6的斜面相贴合，贴合后会对活动板2-5一个推

力，因此活动板2-5的另一侧会对弹簧2-3产生压力并逐渐切斜，当卡位凸条1与凸条2-6错

开后，此时活动板2-5位于卡条2-6的一侧失去相应的力，弹簧2-3在张力的情况下再次对活

动板2-5弹起，卡条2-6与卡位凸条1的垂直面向贴合形成卡合，如果佩戴时镜腿的长度较短

时，用手将活动板2-5靠近弹簧2-3的一侧向下压，通过“跷跷板”原理卡条2-6向上翘起与卡

位凸条1解除卡合，此时即可将第二镜腿11拔出，在拔到合适位置后，松开活动板2-5，卡条

2-6在弹簧2-3的张力下再次与卡位凸条1卡合，可以满足不同使用人群，增加了实用性。

[0022] 第一镜腿10的内部为空心结构，空心结构的厚度等于第二镜腿11和卡位凸条1的

厚度之和，从而使得第二镜腿11可以在第一镜腿10中移动。

[0023] 调节机构15包括转杆151，转杆151的一端转动连接有套管152，套管152的一端连

接有螺纹杆153，螺纹杆153的一端固定连接有固定杆154，套管152的内部开设有螺纹孔，螺

纹孔内的螺纹与螺纹杆153表面的丝牙相适配，且套管152的外表面均匀设置有点状的防滑

凸起，套管152的长度与螺纹杆153的长度相等，在更换镜片时，用手指转动套管152，使得螺

纹杆153拧入套管152中，从而减少螺纹杆153和套管152的整体长度，进一步限位块14在螺

纹杆153的拉扯下，以转动端作为支点向外张开，此时解除对太阳镜镜片8的限位，进一步可

以将太阳镜镜片8拿出，同时将需要更换的镜片沿第一镜片槽17插入镜框中，插入完全后，

再次用手指逆时针转动套管152，使得螺纹杆153转出，通过套管152和螺纹杆153的长度对

限位块14进行相抵，使得限位块14与镜片精密贴合，完成更换，具有操作方便的效果，可以

根据需求更换不同颜色的镜片。

[0024] 固定杆154的一端固定与限位块14的外侧，转杆151的一端固定与鼻梁6的下表面，

调节机构15与限位块14和鼻梁6之间形成等腰三角形，保证结构的稳定。

[0025] 第一镜片槽17和第二镜片槽18的内径均与太阳镜镜片8的厚度相等，且第一镜片

槽17和第二镜片槽18的内侧均贴合有胶条，可以起到精密贴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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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首先将太阳镜带在眼镜上，如果佩戴时镜腿的长度太长时，

可以用手捉住第一镜腿10，同时用另一只手抓住第二镜腿11并向第一镜腿10内部输送，卡

条2-6与卡位凸条1均采用直角三角形结构，且通槽2-1的斜面与卡位凸条1的斜面方向相

反，活动板2-5的中部与通槽2-1转动连接，同时活动板2-5的一端后侧与挡板2-2之间通过

弹簧2-3相连，弹簧2-3会对活动板2-5施以张力，因此通过“跷跷板”原理，活动板2-5对应弹

簧2-3的一侧翘起，反之活动板2-5的另一侧下压穿过通槽2-1延伸至第一镜腿10内部，第二

镜腿11在输送时其表面卡位凸条1的斜面与活动板2-5上卡条2-6的斜面相贴合，贴合后会

对活动板2-5一个推力，因此活动板2-5的另一侧会对弹簧2-3产生压力并逐渐切斜，当卡位

凸条1与凸条2-6错开后，此时活动板2-5位于卡条2-6的一侧失去相应的力，弹簧2-3在张力

的情况下再次对活动板2-5弹起，卡条2-6与卡位凸条1的垂直面向贴合形成卡合，如果佩戴

时镜腿的长度较短时，用手将活动板2-5靠近弹簧2-3的一侧向下压，通过“跷跷板”原理卡

条2-6向上翘起与卡位凸条1解除卡合，此时即可将第二镜腿11拔出，在拔到合适位置后，松

开活动板2-5，卡条2-6在弹簧2-3的张力下再次与卡位凸条1卡合，可以满足不同使用人群，

增加了实用性，其次在更换镜片时，用手指转动套管152，使得螺纹杆153拧入套管152中，从

而减少螺纹杆153和套管152的整体长度，进一步限位块14在螺纹杆153的拉扯下，以转动端

作为支点向外张开，此时解除对太阳镜镜片8的限位，进一步可以将太阳镜镜片8拿出，同时

将需要更换的镜片沿第一镜片槽17插入镜框中，插入完全后，再次用手指逆时针转动套管

152，使得螺纹杆153转出，通过套管152和螺纹杆153的长度对限位块14进行相抵，使得限位

块14与镜片精密贴合，完成更换，具有操作方便的效果，可以根据需求更换不同颜色的镜

片。

[002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2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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