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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条文强制。第4章的4.2.6～4.2.9属强制性要求，其余为推荐性要求。 

本标准与GB 17342《眼科仪器 验光镜片》配套使用。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差异如下： 

――删除了第3章全孔径试镜架和缩小孔径试镜架的定义； 

――将试镜架分为瞳距可调试镜架和固定瞳距试镜架，在表1中提出了不同的瞳距要求； 

删除了镜腿应与验光镜片的平面保持垂直的规定，增加了镜腿长度可调的要求； 

――删除了镜框几何轴线的平行性要求； 

――删除了镜片光学轴线与镜框几何轴线的同心性规定； 

――增加了试镜架瞳距值误差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根据新发布的GB/T2828.1的规定给出了新的检验规则；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12867，与ISO标准的差异如下： 

――删除了第3章全孔径试镜架和缩小孔径试镜架的定义； 

――将试镜架分为瞳距可调试镜架和固定瞳距试镜架，在表1中提出了不同的瞳距要求； 

――删除了镜腿应与验光镜片的平面保持垂直的规定，增加了镜腿长度可调的要求； 

――删除了镜框几何轴线的平行性要求； 

――删除了镜片光学轴线与镜框几何轴线的同心性规定； 

――增加了试镜架瞳距值误差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根据GB/T2828.1的规定给出了检验规则； 

――根据GB/T 15464增加了一些对试镜架的标志、包装、运输、储存的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光学与光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镜光学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3/SC3）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建平、孙劼、李飞、任宏伟。 

本标准于2000年7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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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仪器 试镜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装验光镜片用的试镜架的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头带式、托架式以及带有镜腿和鼻托的眼镜镜框式的各类试镜架。 

本标准不适用于综合验光仪。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 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342  验光镜片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试镜架 trial frames 

由两个相连的镜框组成，可根据需要使验光镜片在被测者眼前定位。 

3.2  
半眼式试镜架 half-eye trial frames 

能安装验光镜片，并只带有部分镜框的试镜架。 

3.3  
镜框 lens holder 

试镜架上能安装若干验光镜片并在被测者眼前定位的部分。 

3.4  
鼻托 bridge piece 

试镜架上与被测者鼻梁相接触起支撑作用的部分。 

3.5  
镜腿 side 

试镜架上钩挂被测者耳廓以保持试镜架与脸颊相接触的部分。 

4 要求 

4.1 通用要求 
各类试镜架在常温下使用，均应符合4.2～4.3的要求，并按5.1～5.5的方法进行测试。 

眼镜镜框式试镜架必须带有镜腿和鼻托这两个基本部件。 

4.2 机械要求 
4.2.1 镜框 

每个镜框应带有3个验光镜片插槽，每个验光镜片在镜框的几何轴线上具有分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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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瞳距 
4.2.2.1 瞳距可调试镜架 

在一定瞳距范围内，两个镜框的中心距离连续可调，以保证验光镜片的几何中心距离与瞳距一致。 

4.2.2.2 固定瞳距试镜架 
两个镜框的中心距离为固定偶数。通常成套使用，以满足不同的瞳距需求。 

4.2.3 验光镜片的旋转 
验光镜片在每个镜框中均应能围绕光轴平滑旋转180º（不包括专用于渐变镜片的试镜架）。 

4.2.4 镜腿 
镜腿长度应能调节以保证验光镜片在被测者眼前的正确定位。 

4.2.5 鼻托 
鼻托应保证验光镜片与人眼的顶点距离可调，并使验光镜片的几何中心能根据人眼瞳孔的连线升高

或降低。 

4.2.6 轴位刻度 
试镜架的镜框上应带有柱镜轴位和棱镜基底的刻度，刻度范围至少为180º。刻度值应沿逆时针方向

增大，其 小分度不应大于5º。 

刻线应平直均匀，无断折，无毛边。 

4.2.7 镜框校准 
验光镜片装入镜框后，两验光镜片光学轴线的平行性偏差不应大于2.5º。两镜框的平面等高互差不

应大于0.5mm。 

4.2.8 尺寸和公差 
表一给出了试镜架的瞳距范围和 小通光孔径的尺寸。 

表1 瞳距范围和最小通光孔径 

普通试镜架 半眼式试镜架 
项目 

瞳距可调式 固定瞳距式 瞳距可调式 固定瞳距式 

瞳距范围 55mm～75mm 固定整数 59mm～67mm 固定整数 

小通光孔径 20mm 

注： 本表不包括儿童试镜架的瞳距范围。 

试镜架在规定的瞳距范围内提供的瞳距值偏差不能大于1mm。验光镜片相对于其几何中心的横向和

轴向位移不得大于0.3mm。 

4.2.9 结构 
试镜架表面应平滑，不得带有任何可能对被测者造成伤害的尖角和锐边。 

4.3 材料 
试镜架直接与被测者皮肤相接触的部件，应严格禁止使用有毒物质，或能直接造成皮肤过敏反应的

材料。 

制作试镜架的材料不允许含有任何腐蚀成分，或经过适当的表面处理以保证在常温环境下不出现腐

蚀。 

5 检验方法 

5.1 机械要求的检验 
本标准中4.2.1～4.2.6和4.2.9所规定的内容均采用目测和手动操作的方法进行检验。 

5.2 光学轴线平行性的检验 
验光镜片装入镜框后，两验光镜片光学轴线的平行性可参考图1的自准直法进行检验。 

如图1所示，把试镜架稳妥的固定在工作台上，将两块平面反光镜（M）分别装入镜框中，在试镜架

的前方放置一个测量精度不低于±0.5º的自准直望远镜。沿着垂直于镜框几何轴线的方向横向移动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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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望远镜，分别读取来自两个反光镜的反射像，得到其相互之间的位移偏差。将位移偏差换算成角度后，

即得到验光镜片的光学轴线平行性偏差，应符合4.2.7的规定。 

 

图1 自准直法检验示意图 

5.3 镜框平面等高互差的检验 
利用一个专用部件可检验两镜框的平面等高互差。 

如图1所示，该部件由一个带有连杆臂的等厚平板（A）组成。连杆臂长度已知，一端与平板垂直连

接，另一端为平面，与平板平行。平板的长度应大于试镜架两镜框的中心距离。 

用夹持器将试镜架固定在平台上，保证其中一个镜框与平台垂直（以下称该镜框为镜框1）。选择

两个相同厚度的平面镜分别插入两个镜框中。将专用部件放置在平台上，保证平板与平台垂直，并使连

杆臂的平面一端与镜框1内的平面镜完全接触，以保证该平面镜与平板平行。由于平面镜厚度和连杆臂

长度已知，因此可以确定镜框1内的平面镜上表面到平板底面的距离。用分度值不低于0.1mm的游标卡尺

测量另外一个镜框内的平面镜上表面到平板底面的距离，两个距离之差即为镜框平面等高互差，其值应

符合4.2.7的规定。 

5.4 瞳距范围和最小通光孔径的检验 
使用分度值不低于0.1mm的游标卡尺进行，其值应符合4.2.8中表1的规定。 

瞳距值误差可参考如下方法进行检验： 

将试镜架调节到所需的瞳距位置，将两个同心性很好的十字片分别装入试镜架的两个镜框中，测量

两个十字片中心点的距离，即为试镜架的实际瞳距值，其与瞳距标称值的偏差应符合4.2.8的规定。 

5.5 横向和轴向位移的检验 
选择合适的镜片装进镜框中，用分度值不低于0.1mm的游标卡尺，分别对镜片的横向和轴向位移进

行测量，其值应符合4.2.8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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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规则 
出厂产品按本标准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逐项检验或验收。同一次交付的同一种规格的产品经检验合

格后，根据测量参数及本标准的分类，视为同一种规格的同一批号产品。 

6.2 检验或抽样水平 
出厂的批量产品按GB/T 2828.1的一般检查水平Ⅱ，AQL为4.0进行验收或抽样，合格质量水平见表2。 

表2 合格质量水平（AQL=4.0） 

产品批量范围 
N 

抽样样本大小 
n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2~25 3 0 1 

26~90 13 1 2 

91~150 20 2 3 
6.3 对特殊要求的产品，可按供需双方的要求另定协议。 

7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7.1 标志和包装 
7.1.1 试镜架应有包装箱。 
7.1.2 包装箱上应标明下列信息： 

a) 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 

b) 试镜架的品牌和型式； 

c) 出厂编号。 

7.1.3 包装箱内应带有下列相关资料： 
a） 试镜架使用说明； 

b） 试镜架的有效消毒方法，以及需要返回厂家进行修理或维护的说明； 

c） 执行标准的代号。 

7.2 试镜架的外包装应符合 GB/T 15464 的规定。 
7.3 运输时应轻放轻卸，避免碰撞、雨淋、受潮。 
7.4 储存时应注意通风干燥，防止受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