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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ＩＳＯ１０３４３：２０１４《眼科仪器　角膜曲率计》。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０３４３：２０１４相比在结构上有部分调整，将国际标准中５．２改为本标准５．２．１，并增加

５．２．２和５．３。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０３４３：２０１４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

本标准与ＩＳＯ１０３４３：２０１４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ＧＢ９７０６．１代替了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见４．１、第６章、第７章）；

●　增加引用ＹＹ０５０５（见４．１）。

———增加了第５章试验方法的数据处理方法，使试验方法具有可操作性（见５．２．２、５．３．２）。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贾晓航、王敬涛、彭建华、胡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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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仪器　角膜曲率计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连续或者数字指示角膜曲率计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连续或者数字指示角膜曲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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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９７０６．１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ＧＢ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ＩＤＴ）

ＹＹ０５０５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２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ＹＹ０５０５—２０１２，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２：２００４，ＩＤＴ）

ＩＳＯ８４２９　光学和光学仪器　眼科学　分度盘刻度（Ｏｐｔｉｃｓａｎ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Ｏｐｈｔｈａｌ

ｍｏｌｏｇｙ—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ｄｄｉａｌｓｃａｌｅ）

ＩＳＯ１５００４１：２００６　眼科仪器　基本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１部分：眼科仪器通用要求（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ａｌｌ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角膜曲率计　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狅犿犲狋犲狉

用于测量人眼角膜和／或接触镜中心区域主子午线曲率半径和轴向的仪器。

３．２

与距离有关的角膜曲率计　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狅狆犺狋犺犪犾犿狅犿犲狋犲狉

测量结果受仪器与被测量表面间距离影响的角膜曲率计。

３．３

环曲面　狋狅狉狅犻犱犪犾狊狌狉犳犪犮犲

由一段圆弧绕着同一平面内的、但是不穿过圆弧曲率中心的轴线旋转所形成的表面，具有两个正交

的、圆形的“主子午线”，一个最大，一个最小。

３．４

主子午线方向　狆狉犻狀犮犻狆犪犾犮狌狉狏犪狋狌狉犲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

待测反射面的曲率半径最小或者最大的方向。

３．５

角膜折光常数　犽犲狉犪狋狅犿犲狋狉犻犮犮狅狀狊狋犪狀狋

常数３３７．５，用于将角膜曲率从毫米的倒数（ｍｍ－１）转换为角膜屈光度。

［ＩＳＯ１９９８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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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角膜屈光度　犽犲狉犪狋狅犿犲狋狉犻犮犱犻狅狆狋狉犲狊

ＫＤ

单位为ｍｍ－１的角膜曲率与角膜折光常数３３７．５的乘积。

［ＩＳＯ１９９８０：２０１２，定义３．１２］

４　要求

４．１　通用要求

角膜曲率计应符合ＩＳＯ１５００４１：２００６规定的要求，其中电气安全应符合ＧＢ９７０６．１的要求，电磁

兼容性应符合ＹＹ０５０５的要求。

４．２　曲率半径测量

角膜曲率计应符合表１或表２的要求。按照５．２的方法验证符合性。用于测量接触镜和人眼角膜

的角膜曲率计为Ａ型角膜曲率计，应符合表１的要求；仅用于测量人眼角膜的角膜曲率计为Ｂ型角膜

曲率计，应符合表２的要求。Ａ型和Ｂ型角膜曲率计有足够的分辨率和测量范围来充分地测量人眼角

膜。Ａ型角膜曲率计有足够的分辨率和测量范围来充分地测量接触镜的曲率半径。假定角膜前表面

中心区域和接触镜的前后表面是球面或者环曲面。

表１　犃型角膜曲率计曲率半径和曲率的测量要求（适用于人眼角膜和接触镜）

项 目 要求

最小测量范围 ６．５ｍｍ～９．４ｍｍ（５２．０ＫＤ～３６．０ＫＤ）

曲率半径示值显示
连续显示式仪器 刻度间隔不大于０．０２ｍｍ（０．１２５ＫＤ）

数字显示式仪器 示值分辨率不大于０．０２ｍｍ（０．１２５ＫＤ）

测量允差 ±０．０２５ｍｍ

表２　犅型角膜曲率计曲率半径和曲率的测量要求（仅适用于人眼角膜）

项 目 要求

最小测量范围 ６．５ｍｍ ～９．４ｍｍ（５２．０ＫＤ～３６．０ＫＤ）

曲率半径示值显示
连续显示式仪器 刻度间隔不大于０．１ｍｍ（０．２５ＫＤ）

数字显示式仪器 示值分辨率不大于０．０２ｍｍ（０．１２５ＫＤ）

测量允差 ±０．０５ｍｍ

４．３　主子午线轴向的测量

角膜曲率计应符合表３的要求。按照５．３的方法验证符合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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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主子午线轴向测量要求

项 目 要求

最小测量范围 ０°～１８０°

子 午 线 方 向 示 值

显示

连续显示式仪器 刻度间隔不大于５°

数字显示式仪器 示值分辨率不大于１°

测量允差
主子午线的曲率半径差≤０．３ｍｍ ±４°

主子午线的曲率半径差＞０．３ｍｍ ±２°

　　轴向刻度应符合ＩＳＯ８４２９的要求。

４．４　目镜调整（若适用）

与距离有关的角膜曲率计应至少有－４Ｄ～＋４Ｄ屈光矫正范围，其中－３Ｄ～＋２Ｄ范围应被

校准。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概述

本标准规定的所有试验都是型式试验。

５．２　曲率半径测量要求检查

５．２．１　使用三个曲率半径分别为≤６．８ｍｍ、７．５ｍｍ～８．１ｍｍ和≥９．１ｍｍ的测试球面来检验。测试

球面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曲率半径的不确定度≤１μｍ；

ｂ）　球形局部偏差≤０．５μｍ；

ｃ）　表面粗糙度≤０．０５μｍ；

ｄ）　有效表面的直径≥６ｍｍ。

５．２．２　使用角膜曲率计对测试球面重复测量７次，其偏差按式（１）计算，结果应符合表１或表２的要求。

（狉－狉０）

狘狉－狉０狘
（狘狉－狉０狘＋２

狊狉

槡狀
） ……………………（１）

　　式中：

狉０———测试球面的标准值；

狉 ———重复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狊狉———重复测量的实验标准差；

狀 ———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实际使用时的测量次数。

５．３　主子午线轴向测量要求检查

５．３．１　采用表４所述的两个试验装置。每个试验装置在４个不同的方向进行测量，即０°、４５°、９０°和

１３５°。试验装置的定位应参考由水平仪确定的水平线。该试验装置示例参见附录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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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试验装置的参数

类型 最大主曲率半径 主曲率半径之差 主子午线轴向的精密度

１ ８．０ｍｍ±０．２ｍｍ ０．２ｍｍ±０．０７ｍｍ ±１°

２ ８．０ｍｍ±０．２ｍｍ ０．４ｍｍ±０．０７ｍｍ ±０．５°

５．３．２　使用角膜曲率计从０°、４５°、９０°、１３５°四个方向各重复测量７次，其偏差按式（２）计算，结果应符合

表３的要求。

（θ－θ０）

狘θ－θ０狘
（狘θ－θ０狘＋２

狊θ

槡狀
） ……………………（２）

　　式中：

θ０———试验装置主子午线轴向的标准值；

θ ———主子午线轴向重复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狊θ———主子午线轴向重复测量的实验标准差；

狀———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实际使用时的测量次数。

６　随附文件

角膜曲率计的随附文件应包含使用说明书和任何必要的预防措施。这些文件应包含以下信息：

ａ）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ｂ）　角膜曲率计返回制造商处维修和维护时的有效消毒特别说明；

ｃ）　带原始包装的角膜曲率计符合ＩＳＯ１５００４１：２００６中５．３规定的运输条件的声明（若适用）；

ｄ）　ＧＢ９７０６．１规定的任何附加资料。

７　标记

角膜曲率计应被永久性地标上至少以下信息：

ａ）　制造商或者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ｂ）　产品名称、型号、序列号和４．２中规定的类型；

ｃ）　ＧＢ９７０６．１要求的其他标记；

ｄ）　本标准编号（若制造商或者供应商声称符合本标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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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检查主子午线轴向的试验装置和试验设置

图Ａ．１所示是两种类型试验装置中的一个透镜，透镜的中心厚度尺寸无要求，透镜一面是平面，另

一面是环曲面，且光学和机械曲率中心共轴。环曲面的曲率半径应符合下列设计要求：

狉１＝８．００ｍｍ±０．２０ｍｍ

狉２＜狉１

表４中，两种类型的试验装置的主曲率半径差应符合下列要求：

类型１：０．２ｍｍ±０．０７ｍｍ

类型２：０．４ｍｍ±０．０７ｍｍ

每个透镜都装在镜座中，镜座的机械轴和试验透镜的光轴重合。如图 Ａ．１所示，镜座是一个八面

柱体，共有４对互相平行的面，每一个面都与镜座机械轴等距且平行。每个环曲面试验透镜的安装应确

保它的主子午线与镜座的一个参考面垂直，其允差应符合：

类型１：±１°

类型２：±０．５°

按图Ａ．２中的方法来检验环曲面透镜与镜座的安装角度是否达到要求，用直径约为１０ｍｍ的低能

量可见激光束照射试验透镜的平面。经试验透镜后，成一小的实像，在离第一个像合适的距离处放一个

合适的正透镜，它在投影屏上投射为一放大的线状像。试验镜座与投影屏参考线用水平仪来确定，以此

来判定试验透镜的安装位置是否达到要求。

单位为毫米

说明：

１———试验透镜；

２———环曲面；

３———平面。

图犃．１　试验装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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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１———试验装置；

２———激光束；

３———投影镜；

４———投影屏。

图犃．２　试验设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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