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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深圳市验光配镜服务技术规范系列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包括以下 2部分： 

——第 1 部分：验光； 

——第 2 部分：配镜。 

本文件由深圳市眼镜同业公会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提出，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眼镜同业公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深圳市科创标准服务中心、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零度眼镜集团、深

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深圳市光泰产业计量工程研究院、横岗眼镜时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闵国光、王科、戴珏如、张智雄、梁元婷、王素凤、段华威、范勤、祝晓木、

陈汉清、李晓进、朱崇全、徐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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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验光配镜服务是眼镜服务的核心内容，验光配镜服务技术又称为眼视光技术，是眼镜产业具有高度

专业要求的环节。验光的准确程度决定了视光矫正效果，验光配镜服务人员的技术水平直接影响着眼镜

佩戴的适用性和舒适性，甚至会影响佩戴者的人身安全。 

为指导及规范深圳市眼镜行业验光条件及验光流程，提升深圳市验光从业人员标准化服务水平，本

文件在参考相关技术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市眼镜验光配镜行业的实际情况，依据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特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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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配镜服务技术规范 第 1部分：验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验光服务技术的术语和定义、验光条件及验光流程。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从事眼镜验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适用于角膜接触镜（含硬性、软性角膜接

触镜）的验光业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 

QB/T 4733 配装眼镜 验光处方和配镜加工单的规范 

YY 0065 眼科仪器 裂隙灯显微镜 

YY 0579 角膜曲率计 

YY 0673 眼科仪器 验光仪 

YY 0718 眼科仪器 检影镜 

YY 0764 眼科仪器 视力表投影仪 

JJG 579 验光镜片箱检定规程 

JJG 580 焦度计检定规程 

JJG 952 瞳距仪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验光 optometry 

用验光设备、计量检测仪器对消费者眼睛的屈光状态进行准确测量、分析并出具验光单的过程。 

3.2  

屈光不正（非正视眼） ametropia 

眼调节静止时，平行光线经眼屈光系统屈折后，不能在视网膜上形成焦点或不能形成清晰的像，

包括近视、远视和散光。 

 

3.3  

瞳距 interpupillary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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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眼瞳孔几何中心的距离。 

3.4  

检影验光 retinoscopy 

使用视网膜检影镜法来进行验光，简称检影验光。它是借助检影镜，将光线射入被检眼内，根据摆

动检影镜来观察光影在眼内移动情况，用以测量屈光状态的方法。 

3.5  

远视力 distant vision 

看5m处所能达到的视力。 

3.6  

近视力 near vision 

看30(40)cm处所能达到的视力。 

3.7  

雾视 scieropia 

将凸透镜置于眼前造成人工近视状态。 

4 验光条件 

4.1 验光区（室） 

a) 应设有独立的验光区，空间应满足长度 3m，宽度 2m。使用检影验光的，应具有暗室功能或单

独设立暗室； 

b) 光线应柔和，应为 200lx～400lx。 

4.2 验光人员 

应持证上岗，并具备相应类别的职业资格证书。 

4.3 验光设备 

应具备的验光设备见表1。 

表1 验光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程 主要用途 

1 综合验光仪 --- 集多种检查功能于一体 

2 验光仪 YY 0673 检查屈光度，属于客观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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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符合标准、规程 主要用途 

3 裂隙灯 YY 0065 检查眼前节及眼内部病变 

4 焦度计 JJG 580 检测眼镜光学参数 

5 检影镜 YY 0718  检影验光 

6 角膜曲率计 YY 0579 测量曲率半径 

7 试片箱 JJG 579 屈光检查 

8 试戴架 --- 承载镜片 

9 消毒箱（配 75%酒精，棉签或棉球） --- 消毒 

10 瞳距仪 JJG 952 测量瞳距 

11 笔灯 --- 检查瞳孔或斜视 

12 卷尺或皮尺 --- 测量尺寸 

13 标准对数视力表 GB 11533 远、近视力测定 

5 标准验光流程 

5.1 询问 

5.1.1 操作 

a) 询问有无戴镜史、旧镜使用时间和佩戴情况、原镜的检测情况； 

b) 询问职业、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健康状态。 

5.1.2 要求 

a) 说话语调宜柔和，规范； 

b) 询问简明，措词礼貌，对忌讳词语及近义词应回避； 

c) 年龄幼小和年老体弱者，应有家属陪同进验光室； 

d) 应尊重顾客的主观要求。 

5.2 裸眼及矫正视力检查 

5.2.1 操作 

a) 双眼 高视力检查并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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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单眼 高视力检查并作记录； 

c) 根据记录结果，初步定性判断屈光状态。 

5.2.2 判断标准 

a) 辨别 0.1～0.5 视力表的视标，应全部辨认； 

b) 辨别 0.6～0.9 视力表的视标，可允许有一个看错； 

c) 辨别 1.0～1.5 视力表的视标，可允许有二个看错。 

裸眼视力检查表见表 2。 

表2 远近裸眼视力检查表 

远视力 近视力 初步判断 

≥1.0（或 5.0） 1.0（或 5.0） 正视眼或轻度远视 

<1.0(或 5.0) 1.0（或 5.0） 近视眼或复性近视散光 

≥1.0（或 5.0） 
<1.0(或 5.0) 老视,远视或拌有轻度散光 

<1.0（或 5.0） 
<1.0(或 5.0) 远视,复性远视散光或有影响中心视力的眼病 

5.3 电脑验光 

5.3.1 操作 

a) 先检查右眼，后检查左眼； 

b) 调整高低，前后，调整至影像 清晰。 

5.3.2 要求 

a) 被检者应头放正，眼睛平视前方，眼调节尽量松弛； 

b) 每眼测量次数不宜少于 3 次。 

注：电脑验光数据仅供参考，不宜直接用处方。 

5.4 瞳距测量 

5.4.1 操作 

a) 将瞳距仪的额头部及鼻梁部轻置于被检者的前额及鼻梁瞳距仪； 

b) 被检者注视瞳距仪中绿色光亮视标； 

c) 读取瞳距仪测量数值。 

5.4.2 要求 

被检者应坐正，平视前方。 

5.5 主导（利）眼检查 

检查主导（利）眼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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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雾视 

投放视标，将双眼球镜度以-0.25D 同步递减（远视以+0.25D 梯度递增），递变间隔时间为 3s～5s，

直至被检者辨别视标模糊，继续注视视标 3min～5min。 

注：儿童雾视投放0.3视标，成人投放视标。 

5.7 去雾视 

a) 加球镜将双眼视力提高至 0.5 或 0.7； 

b) 遮盖左眼，使右眼矫正视力达到 0.5 或 0.7，单眼去雾视至 佳矫正视力后开始测量散光（先

右眼再左眼）； 

c) 如无散光，按 5.11 的要求加球镜至矫正视力达 1.0。 

5.8 初次散光测量 

5.8.1 操作 

a) 被检者注视远处散光盘（见图 1），观察线条清晰度均 情况； 

b) 如诉不均 ，则初步判断有散光；如诉均 ，则初步判断无散光。 

c) 被检者有散光的，指出清晰的标线方位。旋动柱镜试片的轴向手轮，确定轴向，依据是度数×

30 确定轴向；以-0.25D 为梯度增减柱镜度，直至散光盘各轴向的标线清晰度相同。 

 

图1 散光盘 

5.9 第一次红绿测试 

5.9.1 操作 

a) 投放 0.6～1.0 视标； 

b) 投影红绿双色视力表（见图 2），覆盖于 佳矫正视力上一排视标上； 

c) 被检者观察红绿双色视力表，比较两区内的视标亮黑情况。 

d) 如诉红色区域更亮黑则-0.25D，如诉绿色区域更亮黑则+0.25D，调整直至红绿区域内的视标清

晰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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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红绿视力表 

5.9.2 要求 

a) 色觉异常的被检者慎用； 

b) 照度应恒定在 200lx 以上； 

c) 青少年应慎重分析该试验结果； 

d) 被检者对双色检查不敏感的，可放弃此项目。 

5.10 交叉圆柱镜测量散光 

5.10.1 矫正散光轴位 

a) 将交叉柱镜持柄置于粗调柱镜的轴位上，翻转交叉圆柱镜，被检者注视点状视标（见图 3），

观察两面视标清晰度情况； 

b) 如诉两面相同，确定柱镜量； 

c) 如诉两面不相同，将原柱镜的轴位向交叉圆柱镜较清晰图像一面的相同符号方向移 5°～10°；

原柱镜屈光度≤-1.00 进 10 退 5；原柱镜的屈光度＞-1.00 进 5 退 2，再次将交叉圆柱镜轴柄

与新轴位重合，重复翻转直至两面清晰度相同。 

 

图3 点状视标 

5.10.2 矫正散光度数 

a) 将交叉圆柱镜的轴与原柱镜的轴向相重合，翻转之； 

b) 如红点和轴位重合视力较好，则增加柱镜； 

c) 如白点和轴位重合视力较好，则减少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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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复调整，直至两面清晰度相同为止。 

注：矫正散光度数时，超过-0.75D，需返回5.10.1再次校正散光轴位。 

5.11 确定 佳矫正视力 

双眼平衡后再根据用眼舒适性，确定 终矫正视力。 

5.12 第二次红绿测试 

5.12.1 操作 

被检者戴矫正眼镜后，遮住右眼，观察红绿双色视力表，比较两区内的视标亮黑情况。 

a) 被检眼为近视眼：如诉红色区域更亮黑则欠矫，如诉绿色区域更亮黑则过矫； 

b) 被检眼为近视眼：如诉红色区域更亮黑则过矫，如诉绿色区域更亮黑则欠矫； 

c) 红绿区域内的视标一样亮黑，则完全矫正。 

5.12.2 要求 

同 5.9.2 要求。 

5.13 双眼平衡测试 

5.13.1 操作 

5.13.1.1 双眼交替遮盖法 

a) 双眼同时注视 佳矫正视力的上一行视标，分别遮盖单眼，比较视标清晰度情况； 

b) 如清晰度相同，则判定双眼的屈光状态平衡； 

c) 如清晰度不相同，则将稍好的眼递加+0.25D 球镜直至双眼所看视标清晰度相同。 

注：交替时要迅速，注视时间要足够长。 

5.13.1.2 偏振分视法 

a) 旋转辅片手轮，在右、左视孔（见图 4）内置偏振滤镜（P 镜）； 

b) 叮嘱被检者双眼同时注视视标； 

         

a) 右侧视孔                b) 左侧视孔 

图4 左右侧视孔 

c) 被检者左眼所见为下排视标和中排视标，右眼所见为上排视标和中排视标，双眼所见为上、中、

下排视标（见图 5）。如诉上排视标较下排视标清晰，则将右眼球镜试片-0.25D（远视+0.25D）；

如诉下排视标较上排视标清晰，则将左眼球镜试片-0.25D（远视+0.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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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右眼所见             b) 左眼所见           c) 双眼所见 

图5 单双眼所见视图Ⅰ 

5.13.1.3 棱镜分视法 

a) 双眼雾视至 0.8，打 0.6 单排视标做分离； 

b) 基础试片应分别单独矫正双眼屈光不正； 

c) 投放斑点状视标（或 好视力的上一行）； 

d) 旋转辅片手轮，使双眼视孔置于无镜片或平光镜片（0 或 O）状态（见图 6）； 

    

图6 双眼视孔置于无镜片或平光镜片 

e) 将双侧旋转棱镜转到双视孔位置，并将双侧棱镜刻度 0 位旋到水平向，以听到“咔哒”声为准； 

f) 旋动棱镜底向手轮（见图 7），使右侧棱镜底向游标对准刻度盘 0 位下方两格，左侧棱镜底向

游标对准刻度盘 0 位上方两格。此时，右侧旋转棱镜显示底向下的 3，左侧旋转棱镜显示底向

上的 3； 

 

图7 棱镜底向手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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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被检者双眼同时注视视标，右眼所见为上方视标，左眼所见为下方视标，比较其清晰度（见图

8）。如诉上方视标较清晰，将右侧球镜试片-0.25D（远视+0.25D）；如诉下方视标较清晰，

将左侧球镜试片-0.25D（远视+0.25D）。 

                           

    a) 右眼所见                b) 左眼所见                 c) 双眼所见 

图8 单双眼所见视图Ⅱ 

5.13.2 要求 

a) 5.13.1 三种方法可任意选择，双眼平衡后双眼雾视+0.75D 后去雾视； 

b) 应清晰眼前加正镜，不应在模糊眼前加负镜； 

c) 不能平衡时，以主导利眼看清为准。 

5.14 适应性调整试戴 

5.14.1 操作 

a) 整理试镜结果，将整理后的试镜片放于试镜架上，球镜应放在试镜架的 后边槽内，圆柱透镜

放在 前边，再次调整镜架，使镜架距眼远近适当、两边保持平衡、被检者双眼瞳孔位于两镜

圈中心； 

b) 如被检者诉视物不清晰、不舒服，可据情况相应增减 0.25D 直至达到用眼清晰舒适。 

5.14.2 要求 

a) 调整原则：同类、同度、同视力； 

b) 调整目的：清晰、舒适、持久； 

c) 以被检者用眼清晰舒适为前提，应耐心倾听被检者试戴后的主诉，反复检查修正； 

d) 散光度数高、老年人、轴位倾斜且从未戴过散光镜者均应试戴较长时间。 

5.15 确定处方 

5.15.1 操作 

按处方格式要求依次填写，远用还是近用、右眼和左眼镜片的种类（球镜、柱镜、棱镜）、性质（正

或负）、度数、矫正视力、瞳孔距离、验光者的签名以及记录日期。 

5.15.2 要求 

a) 依试镜结果确定处方； 

b) 镜度以小数记录法标明，正常处方间隔为 0.25D； 

c) 除混合散光外，复性散光球镜和柱镜均应变为同符号（处方转换）； 

d) 验光单处方单格式应符合 QB/T 4733 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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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处方原则 

a) 青少年单眼 1.0，双眼 1.2； 

b) 成年人单眼 0.8，双眼 1.0； 

c) 老年人（看远）单眼 0.6～0.8,双眼 0.8～1.0； 

d) 散光较高者，不能适应的顾客应给予逐步矫正（处方单上须注明）； 

e) 散光被检者能达 0.8 则不加散光；被检者未戴过散光的，应慎重考虑加散光； 

f) 屈光参差者宜做相应治疗，处方应以双眼相差 2.5D 为界限，屈光参差过高时，度数低眼应全

矫正，而度数高眼则矫正至可耐受的程度； 

g) 屈光参差的学龄前儿童，双眼可完全矫正或接近全矫正的，才可防治屈光参差性弱视； 

h) 老年人屈光不正低的完全矫正，高的宜部分矫正以期适应。 

6 老视验光流程 

6.1 确定初步近附加量 

6.1.1 操作 

6.1.1.1 经验法 

参考表 3 或者按 Hofstetter 年龄与老视的经验公式计算得出调节幅度。 

表3 年龄与调节幅度关系 

年龄 45 50 55 60 65 70 

调节幅度(D) 3.50 2.50 1.75 1.00 0.50 0.25 

注：Hofstetter年龄与老视的经验公式： 小调节幅度=15-0.25×年龄，平均调节幅度=18.5-0.30×年龄， 大调

节幅度=25-0.40×年龄。 

6.1.1.2 融合性交叉柱镜法（FCC 法） 

a) 在被检者前放置白纸，用尺子测量被检者眼前到白纸间的看书习惯的工作距离，即视标放置的

距离； 

b) 在远用镜基础上放置±0.50DC 交叉柱镜，负轴置于 90 方位，将 FCC 方形网格视标置于被检者

眼前看书习惯的工作距离处； 

c) 叮嘱被检者老视眼观察水平线与垂直线的清晰情况。如水平线清晰（色深），则逐渐加大正球

镜度，直至一样清晰。所加的正球镜度就是被测者的调节不足量，即阅读近附加度。 

6.1.2 计算 

将 6.1.1.1 或 6.1.1.2 确定的调节幅度和工作距离，依据“一半调节幅度”原则，得出初步近附加

量。 

注：“一半调节幅度”原则：阅读近附加度=1/工作距离-1/2调节幅度。 

6.2 确定老视附加量 

6.2.1 相对调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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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操作 

a) 双眼同时打开，近用视力表放于习惯的工作距离处，选 佳视力上一行或两行视标，先测负相

对性调节（NRA），双眼同时以+0.25D 逐渐增加正球镜，直至被检者报告第一次出现持续性模

糊，记录总的加光量； 

b) 回到初始值并确定视标是清晰情况； 

c) 再测正相对性调节（PRA），双眼同时以-0.25D 逐渐增加负球镜，直至被检者报告第一次出现

持续性模糊，记录总的加光量。 

6.2.1.2 计算 

a) 老视附加精确调整量=（NRA+PRA）/2； 

b) 老视附加量=初步近附加量+（NRA+PRA）/2。 

6.2.1.3 要求 

NRA和PRA的绝对值相等，则老视附加合适。 

6.2.2 使用主觉二轮试片法（横比、顺比） 

a) 用同读书不同号的两个镜片横比。如球镜与球镜对比或柱镜与柱镜对比，根据被检者所诉对比

镜片清晰情况，以确定球镜或柱镜度数的增减。 

b) 用同号不同度数的两个镜片顺比。如正球镜与负球镜或正柱镜与负柱镜进行比较，根据被检者

所诉对比镜片清晰情况，以确定球镜或柱镜度数的增减。 

注：镜片度数代数和即被检者老视度数。 

6.3 确定老视验光参数 

a) 将老视附加精准调节量对应近用附加正镜度数，与被检者远用屈光矫正镜片联合并置入试戴眼

镜架上，被检者模拟阅读试戴（阅读 15min～30min）； 

b) 测量瞳距； 

c) 根据被检者的习惯阅读距离、姿势、身高与臂长等因素进行镜片度数的调正。 

6.4 开具处方 

6.4.1 操作 

在矫正远用屈光不正的基础上，根据被检者的阅读需要和习惯，按照“宁低勿高”的原则，开具近

阅读矫正处方。验光单处方单应符合 QB/T 4733 中的要求。 

6.4.2 要求 

a) 不应轻易减低老视被检者的原近附加度数，重新开具低矫的处方； 

b) 远用度数减少量应与近附加增加的量相等； 

c) 保持老视眼的处方相对衡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