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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JJF 1015-2013《计量器具型式

评价通用规范》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修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是以 JJG 892-2011《验光仪》、JJG 922-2008《验光仪顶焦度标准器》、JJG 

1011-2018《角膜曲率计》为基础，并参考 GB/T 14710-2009《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

验方法》，对 JJF 1291-2011 版《验光仪型式评价大纲》进行修订的。与 JJF 1291-2011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的内容； 

——在范围中，增加了验光仪的分类编码，同时删除了“用于指导生产过程中的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的表述； 

——在引用文件中，将 JJG 1011 改为 2018 版，删除了 GB 9706.1-2007《医用电气

设备 第 1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JB/T 9329-1999《仪器仪表运输、运输贮存基本环境

条件及试验方法》，增加了 GB/T 14710-2009《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删除了术语部分的描述内容；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对法制管理

要求内容进行修改（见 4）； 

——在计量性能要求中，增加了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的要求； 

——在通用技术要求中，增加了电源环境适应性、气候环境适应性的要求的相关

内容，同时删除了安全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的相关内容；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对型式评价

项目中，型式评价项目表内容进行修改（见 7）；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增加了申请

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的相关要求（见 8）； 

——在型式评价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中，增加了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电源

环境适应性、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和条件的描述，同时删除了安全要求、

环境适应性要求相关试验项目试验方法和条件的描述； 

——根据 JJF 1016-2014《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增加试验项

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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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录 A 中，删除了关于“验光仪型式评价报告格式”的内容，增加关于“验

光仪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的内容。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 129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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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光仪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分类编码为 33120000 的各类主、客观式验光仪的型式评

价。 

2  引用文件  

JJG 892-2011  验光仪 

JJG 922-2008  验光仪顶焦度标准器 

JJG 1011-2018  角膜曲率计 

GB/T 147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3.1 用途 

验光仪主要用于测量被验光者配镜所需验光处方的参考顶焦度、柱镜度、柱镜轴

位及瞳距等示值。 

3.2 测量原理 

验光仪按照测量原理可以分为主观式验光仪与客观式验光仪。 

主观式验光仪依赖被检查者对目标成像清晰与否的主观判断，来确定被检查者的

屈光状态。客观式验光仪利用其光电系统对被检查者视网膜上反射回来的光斑进行测

量，客观确定被检查者的屈光状态，无需被检查者的主观判断。 

4  法制管理要求 

4.1  计量单位要求 

验光仪各项数值的单位制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4.2  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的要求 

必须在验光仪的铭牌明显部位标注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其标志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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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晰可辨、牢固可靠。 

4.2.1  计量法制标志包括以下内容：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标志和编号（试验样机可留有相应位置，只对国产仪

器）； 

——验光仪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试验样机可留出相应位置；本项不是强制性规

定）； 

——产品的合格证、印（此项可与计量器具本体分开设置）。 

4.2.2  计量器具标识包括以下内容： 

——生产厂名； 

——名称、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 

5  计量要求 

5.1 零位示值误差 

主观式验光仪和客观式验光仪的零位示值误差均不得超过表 1的规定。 

5.2 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各类主观式或客式验光仪对主观式或客观式模拟眼的实测值与其标准值的偏差为

示值误差。 

主观式验光仪对主观式模拟眼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表 1的规定。 

客观式验光仪对客观式模拟眼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表 1的规定。 

表 1                     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最大允许误差                单位：m
-1 

测量范围 允许误差 

-10～＋10 ±0.25 

<-10 或 >+10 ±0.50 

5.3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的测量重复性不得超过 0.12m-1。 

5.4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 

客观式验光仪至少应能满足 0°～180°的柱镜轴位测量范围的要求，其柱镜轴位

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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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客观式验光仪对柱镜模拟眼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表 2的规定。 

表 2                    验光仪柱镜顶焦度最大允许误差                单位：m
-1
 

5.6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不得大于±1mm。 

5.7 出瞳光照度 

验光仪在其出瞳处的可见光照度值不得大于 3lx。 

5.8 曲率半径示值误差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其角膜曲率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表 3 的规定。

若被测量面为球面，则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的测量值之差不得超过表 3的规定。 

表 3                    曲率半径最大允许误差                      单位：mm 

曲率半径测量范围 允许误差 两个相互垂直方向 

测量值之差 

≤8.00 ±0.02 ±0.02 

＞8.00 ±0.03 ±0.02 

5.9 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其曲率半径的测量重复性不应超过 0.02mm。 

5.10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其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角膜曲率轴位最大允许误差                      
 

两个相互垂直方向的主子午面曲率半径之差 允许误差 

≤0.3 mm ±4º 

＞0.3 mm ±2º 

6  通用技术要求 

测量范围 允许误差 

0～6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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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外观 

6.1.1 设备整体安装应牢固，无明显松动现象，下颌托架应能平稳升降。摇动机身操

作柄，机身应能灵活地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和定位。 

6.1.2 所有光学部件的表面应清洁、无损伤、无影响透光或成像的缺陷。 

6.1.3 定位瞄准的光学系统或显示屏幕，均应清晰成像。 

6.1.4 数字显示完整、稳定、无闪烁，打印结果字迹清晰可辨。测量结果应包括左、

右眼标识；球镜顶焦度和柱镜顶焦度；正、负号；轴位方向及度数等。 

6.2 电源环境适应性 

    电源电压在 220V±22V变化时，进行 5.1、5.3项测量，应满足项目要求。 

6.3 气候环境适应性 

6.3.1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至于环境温度为 10℃±2℃的试

验箱中（如果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低于 10℃，按照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进行

试验），持续试验时间为 2h，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进行 5.1、5.3项测量，应满足项目

要求。 

6.3.2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仪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至于环境温度为 30℃±2℃的试

验箱中（如果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高温高于 30℃，按照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高温进行

试验），持续试验时间为 2h，仪器应能正常工作，进行 5.1、5.3项测量，应满足项目

要求。 

7  型式评价项目 

验光仪型式评价项目见表 5 

 表 5                           验光仪型式评价项目 

序号 评价项目 客观式验光仪 主观式验光仪 项目类型 要求 

一、法制管理要求 

1 计量单位 △ △ 观察项 4.1 

2 
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

具标识 
△ △ 观察项 4.2 

二、计量要求 

3 零位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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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2 

5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

度测量重复性 
△ × 试验项 5.3 

6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

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4 

7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

度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5 

8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

误差 
△ × 试验项 5.6 

9 出瞳光照度 △ △ 试验项 5.7 

10 曲率半径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8 

11 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 △ × 试验项 5.9 

12 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 △ × 试验项 5.10 

三、通用技术要求 

13 外观 △ △ 观察项 6.1 

14 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 △ 试验项 6.2.1 

15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 △ 试验项 6.3.1 

16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 △ 试验项 6.3.2 

注： 

1.“△”表示要求检验的项目；“×”表示不要求检验的项目。 

2. 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需进行本表第 10、11、12项测试，没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

仪不进行该三项测试。 

8  申请单位应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 

8.1 技术资料 

以下技术资料申请单位应提供一式两份： 

—— 被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受理，并委托进行型式评价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申请

书》； 

——产品标准； 

——总装图、电路图和关键零部件清单； 

——使用说明书； 

——制造单位或技术机构所做的试验报告。 

8.2 试验样机 

8.2.1对于单一型号验光仪，应提供二台该型号验光仪作为试验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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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对于系列验光仪，每个系列验光仪中至少抽取三分之一具有代表性的型号，每

种型号提供试验样机的数量，按申请单一型号验光仪的要求执行。 

9  型式评价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 

9.1 试验前的准备 

在型式评价试验前，应首先将验光仪整机调整至水平状态，以保证柱镜轴位的准

确测量。 

试验前，还需对验光仪的各项参数进行正确设置，其中包括： 

将顶焦度示值设在最小间隔处；将 VD 设为 12mm；将柱镜表示方式设在混合档

（MIX）。同时注意调整验光仪的显示屏，使标准模拟眼反射光斑的亮度与对比度处于

最佳状态。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在进行检定之前，应将测量步长选择在最小

间隔处，对曲率半径和角膜屈光度两种示值表达方式进行正确切换，注意将显示屏亮

度和对比度等参数调整到最佳位置。 

9.2  外观 

 9.2.1 试验目的 

     检查验光仪的外观是否符合 6.1的要求。 

9.2.2 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为（15～25）℃；环境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交流供电电压为（220±22）

V，交流供电频率为（50±0.5）Hz；室内，无阳光直射。 

9.2.3 试验程序 

验光仪放置于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和湿度平衡后，检查仪器外观及结构是

否符合 6.1 的要求。 

9.2.4 合格判据 

     试验结果符合 6.1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3 零位示值误差 

9.3.1 试验目的 

检验验光仪零位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1的要求。 

9.3.2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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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9.2.2 的要求。 

9.3.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顶焦度标准器。 

9.3.4 试验程序 

9.3.4.1客观式验光仪零位示值误差 

接通电源使验光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将模拟眼支架与验光仪下颌托架连接。 

将 0 m-1的客观式模拟眼装入支架中。 

摇动机身操作柄，使验光仪前后左右移动调焦，同时调整模拟眼支架的位置，使

模拟眼的反射光斑清晰地成像在验光仪显示屏的中心。试读数 1 次，若发现有较大柱

镜顶焦度出现，应再调整模拟眼的位置，使柱镜顶焦度示值为最小，以减少由于模拟

眼光轴与验光仪光轴不一致所引入的柱镜误差。至少测量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

的测量结果。 

9.3.4.2主观式验光仪零位示值误差 

首先将主观式模拟眼视度筒的视度调到指零处。为了消除试验中的主观误差，操

作人员还应调节视度筒目镜，直到看清视场内的分划板为止。试验过程中应注意保持

视度筒的视度始终位于指零处，且目镜的位置不再发生变化。   

换上主观式模拟眼的接口，将验光仪的示值调到零位附近，并把视度筒的物方端

紧靠在验光仪的出瞳处，使视度筒的光轴与验光仪的光轴尽量重合。 

通过目镜观察验光仪内的目标，同时对验光仪进行前后调焦，直到看清验光仪内

的目标为止。记录此时验光仪的读数。至少测量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结

果。 

9.3.5 数据处理 

9.3.5.1 客观式验光仪 

    测量结果与 0m-1模拟眼的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零位示值误差。 

9.3.5.2 主观式验光仪 

    测量结果，即为零位示值误差。 

9.3.6 合格判据 

验光仪零位示值误差符合 5.1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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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球镜顶焦度示误差 

9.4.1 试验目的 

    检验验光仪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2的要求。 

9.4.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4.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顶焦度标准器。 

9.4.4 试验程序 

9.4.4.1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将不同示值的客观式模拟眼依次装入支架中，并按本大纲 9.3.4.1 的方法进行调

整。每个模拟眼至少测量 3次，分别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模拟眼的实测值。 

9.4.4.2 主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完成零位示值检定后，在零视度和目镜位置均不变的情况下，将不同示值的主观

式模拟眼依次分别装到接口上，并重复本大纲 10.3.4.2的调节过程。根据主观式模拟

眼的测量原理，被检验光仪的示值应与模拟眼的标称值数值相等、符号相反。可参照

装入接口内的主观式模拟眼的标称值，将验光仪快速调整到与其符号相反的示值附近，

然后再进行细致调焦，直到看清验光仪内的目标为止。此时记录下验光仪的读数。 

9.4.5 数据处理 

9.4.5.1 客观式验光仪 

每个模拟眼实测值与模拟眼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客观式验光仪在该点的球镜顶

焦度示值误差。 

9.4.5.2 主观式验光仪 

每个模拟眼至少测量 3次，取其平均值
mD ，若该点对应的模拟眼的标称值为 nD ，

则该点的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为
nm DDd  。 

9.4.6 合格判据 

验光仪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符合 5.2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5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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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试验目的 

检验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是否符合 5.3的要求。 

9.5.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5.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顶焦度标准器。 

9.5.4 试验程序 

    分别使用±20 m-1的客观式模拟眼。如果被检验光仪的明示测量范围小于±20 m-1，

应选用与其最大测量范围接近的客观式模拟眼。 

将模拟眼装入支架中。按本大纲 9.3.4.1 的方法调整好后，在位置不动的情况下

连续测量并读数 5次。 

9.5.5 数据处理 

5 次顶焦度测量值之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

重复性。 

9.5.6 合格判据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符合 5.3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6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 

9.6.1 试验目的 

检验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4的要求。 

9.6.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6.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柱镜标准器。 

9.6.4 试验程序 

将柱镜标准器安放在专用支架上，并将支架调整水平。 

摇动验光仪的操作柄，上下左右调整视窗使之与柱镜模拟眼对准后，再前后调焦，

使模拟眼的反射光斑清晰地成像在验光仪显示屏的中心。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的检定应在 0°和 90°两个角度进行。进行 0°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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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转换时，验光仪的轴位示值可能出现滞后反映，此时需等待其示值稳定、并试

读数几次后再进行试验，以保证轴位示值结果的可靠。0°和 90°每个角度分别测量 3

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实测结果。 

9.6.5 数据处理 

实测值与轴位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 

9.6.6 合格判据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符合 5.4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7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9.7.1 试验目的 

检验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5的要求。 

9.7.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7.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柱镜标准器。 

9.7.4 试验程序 

按第 9.6.4 的规定调整验光仪和柱镜标准器后，先试读数，若发现有较大的球镜

顶焦度出现，应再调整模拟眼的位置，使球镜顶焦度示值为零或最小，以减少由于模

拟眼光轴与验光仪光轴不重合所引入的球镜度误差。每个模拟眼至少测量 3 次，取其

平均值作为实测值。 

9.7.5 数据处理 

实测值与柱镜模拟眼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该点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

差。 

9.7.6 合格判据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差符合 5.5 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8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 

9.8.1 试验目的 

检验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6的要求。 

9.8.2 试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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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9.2.2 的要求。 

9.8.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验光仪柱镜标准器。 

9.8.4 试验程序 

按第 9.6.4规定的方法调整验光仪和瞳距标准器。 

对瞳距标准器所提供的 55mm、65mm 和 75mm 三个标准瞳距分别进行测量。每个瞳

距至少测量 3次，取其平均值作为实测结果。 

9.8.5 数据处理 

实测值与瞳距标准值之间的偏差，即为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 

9.8.6 合格判据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符合 5.6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9 出瞳光照度 

9.9.1 试验目的 

检验验光仪出瞳光照度是否符合 5.7的要求。 

9.9.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9.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照度计。 

9.9.4 试验程序 

将光照度计的探头紧扣在验光仪的出瞳处，以避免杂光干扰。验光仪的出瞳光斑

应均匀充满照度计的探头受光面。 

9.9.5 数据处理 

照度计的测量结果即为验光仪出瞳光照度。 

9.9.6 合格判据 

出瞳光照度符合 5.7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0 曲率半径示值误差 

9.10.1 试验目的 

检验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曲率半径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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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0.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角膜曲率计用标准器。 

9.10.4 试验程序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需对其曲率半径示值误差进行试验。 

在测量支架中放入曲率半径用标准器，并上下调整角膜曲率计的下颌托架，使标

准器的位置与仪器测量头的位置大致相当；摇动仪器的操纵手柄，进行前、后、左、

右移动调焦，结合测量支架位置的调整，使测量系统中的目标像恰好位于视场中央；

再进行精确调焦，使目镜视场中的成像清晰；最后，按动读数手柄，按照仪器说明书

的要求进行读数，并记录测量值。每个曲率半径用标准器按上述步骤至少重复测量 4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结果。每次测量都应分别给出两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测

量值，并记录读数，然后分别给出两个方向上的测量平均值，最后取所有读数的总平

均值作为该点的最终测量结果。若被测量面为球面，则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的测量

值之差不得超过±0.02mm。一般地，对于球面曲率半径用标准器，分别取 0°和 90°

两个方向进行测量。 

依次将不同示值、不同表面形状的曲率半径用标准器装入测量支架中，并按上述

方法进行调整、测量，得到每个标准器的曲率半径测量结果。 

9.10.5 数据处理 

实测值的总平均值与曲率半径标准器的标准值之差即为待测验光仪在该点的曲率

半径示值误差。 

9.10.6 合格判据 

曲率半径示值误差符合 5.8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1 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 

9.11.1 试验目的 

检验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是否符合 5.9的要求。 

9.11.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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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角膜曲率计用标准器。 

9.11.4 试验程序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需对其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进行试验。 

分别使用标称值为 9.320mm 和 6.668mm、前表面为凸球面的两个曲率半径用标准

器进行试验。将两个标准器分别装入测量支架中，按 9.10.4的方法调整好后，在标准

器位置不动的情况下连续测量并读数至少 6 次。每次测量都应分别给出两个相互垂直

方向上的测量值，并记录读数，然后取平均值作为该次曲率半径的测量值。一般地，

对于球面曲率半径用标准器，分别取 0°和 90°两个方向进行测量。 

9.11.5 数据处理 

6次曲率半径测量值之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 

9.11.6 合格判据 

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符合 5.9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2 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 

9.12.1 试验目的 

检验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是否符合 5.10 的要

求。 

9.12.2 试验条件 

同 9.2.2 的要求。 

9.12.3 试验设备 

    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轴位标准器。 

9.12.4 试验程序 

凡带有角膜曲率测量功能的验光仪，需对其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进行试验。 

首先，将轴位标准器测量支架与验光仪下颌托架正确连接，并将支架调整水平；

然后在测量支架中放入轴位标准器，使轴位标准器的 0º/180º 基面与测量支架的梯形

平面重合，按 10.10.4 的方法和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调整，再配合轴位调整旋钮，

进行该点的轴位测量。至少重复测量 4 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的测量结果，并记录读

数。依次旋转该轴位标准器，分别使轴位标准器的 45º、90º 和 135º 基面与测量支架

的梯形平面重合，按照上述方法进行轴位测量，得到每个轴位测量点的测量结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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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读数。 

依次将具有不同环曲面规格的 I 型和 II 型轴位标准器装入测量支架中，并按上述

方法进行调整、测量，得到每个标准器在 0º/180º、45º、90º 和 135º 四个轴位测量点

的轴位测量结果。 

9.12.5 数据处理 

轴位实测值的平均值与轴位标准器的标准值之差即为验光仪在该点的角膜曲率轴

位示值误差。 

9.12.6 合格判据 

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符合 5.10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13 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9.13.1 试验目的 

检验验光仪电源环境适应性在试验条件下是否符合 6.2的要求。 

9.13.2 试验条件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为 10℃（如果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低于 10℃，按照厂家

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进行试验），其余试验条件同 9.2.2要求。 

9.13.3 试验设备 

a）同 9.3.3。 

b）万用表：AC：（0～1000）V，1.5级。 

c）调压电源：调压范围（0～250）V；功率大于仪器额定功率的 120%。 

9.13.4 试验程序 

本试验一般在额定工作低温试验时进行； 

进行试验时，将验光仪的电源线连接到可调的电源上。将可调电源输出频率保持

在产品额定频率的±2%上，将电压置于产品额定电压的+110%或 90%上，取两者中最不

利者，并在该电压上至少保持 15min 后，分别按 9.3.4 和 9.5.4 对仪器零位示值误差

和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进行试验。 

9.13.5 数据处理 

    同 9.3.5 和 9.5.5。 

9.13.6 合格判据 

其结果分别符合 5.1和 5.3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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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气候环境适应性试验 

9.14.1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9.14.1.1 实验目的 

检查验光仪在低温工作条件下是否符合 5.1 和 5.3的要求。 

9.14.1.2 试验条件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为 10℃（如果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低于 10℃，按照厂家

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进行试验），其余试验条件同 9.2.2要求。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也可参考厂家标明的验光仪使用温度条件范围确定，但试验

温度不得高于 10℃。 

9.14.1.3 试验设备 

a）同 9.3.3。 

b）温度试验箱 

温度恒定在 10℃或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低温时，其允许误差不超过±2℃；试验

箱体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倍。 

9.14.1.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验光仪放置在 9.2.2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b）将经预处理的仪器在不通电的状态，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此时该试验箱

内温度和仪器温度应一致。 

c）以平均速率为 0.3℃/min～1℃/min 的温度变化将试验箱温度降至规定值后，

仪器通电，并保持 2h 试验持续时间。 

d）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立即在该温度下，分别按 9.3.4和 9.5.4 对仪器零位示

值误差和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进行试验。 

e）检测结束后，仪器断开电源，停止工作，试验箱的温度以 0.3℃/min～1℃/min

的变化速率升温至预处理的环境温度，达到温度后，恢复（1～2）h，取出仪器。 

9.14.1.5 数据处理 

    同 9.3.5 和 9.5.5。 

9.14.1.6 合格判据 

其结果分别符合 5.1和 5.3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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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9.14.2.1 实验目的 

检查验光仪在高温工作条件下是否符合 5.1 和 5.3的要求。 

9.14.2.2 试验条件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为 30℃（如果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高温高于 30℃，按照厂家

声称的额定工作高温进行试验），其余试验条件同 9.2.2要求。 

本试验环境温度条件也可参考厂家标明的验光仪使用温度条件范围确定，但试验

温度不得低于 30℃。 

9.14.2.3 试验设备 

a）同 9.3.3。 

b）温度试验箱 

温度恒定在 30℃或厂家声称的额定工作高温时，其允许误差不超过±2℃；试验

箱体积应大于仪器体积的 3倍。 

9.14.2.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验光仪放置在 9.2.2试验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b）将经预处理的仪器在不通电的状态，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此时该试验箱

内温度和仪器温度应一致。 

c）以平均速率为 0.3℃/min～1℃/min 的温度变化将试验箱温度升至规定值后，

仪器通电，并保持 2h 试验持续时间。 

d）试验持续时间到达后，立即在该温度下，分别按 9.3.4和 9.5.4 对仪器零位示

值误差和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进行试验。 

e）检测结束后，仪器断开电源，停止工作，试验箱的温度以 0.3℃/min～1℃/min

的变化速率降温至预处理的环境温度，达到温度后，恢复（1～2）h，取出仪器。 

9.14.2.5 数据处理 

    同 9.3.5 和 9.5.5。 

9.14.2.6 合格判据 

其结果分别符合 5.1和 5.3的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10  型式评价结果的判定 



JJF 1291— 201× 

 17 

10.1 所有样机的所有评价项目均符合型式评价大纲要求的为合格。 

10.2 对于单一产品的，有一项或一项以上项目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10.3系列产品中，按照 10.2，有一种或一种以上型号不合格的，判定该系列不合格。      

11  试验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表 6                           试验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序号 计量器具和设备名称 测量区间 主要性能指标 备注 

1 验光仪顶焦度标准模拟眼 
球镜度： 

（-20～20）m
-1

 

球镜度：U=0.07 m-1
～

0.10m
-1
（k=3） 

 

2 验光仪柱镜标准器 

柱镜度： 

-3 m
-1
； 

轴位：0º、90º； 

瞳距：55mm、65mm、

75mm； 

柱镜度： 

U=0.04m-1
（k=3）； 

轴位：MPE：±1º； 

瞳距：MPE： 

±0.5mm； 

 

3 角膜曲率计用标准器 

曲率半径的标称值分

别为：6.668 mm、

7.943 mm和 9.320 mm 

U=0.5μ m（k=2）  

4 轴位标准器 

轴位标称值分别为：

0º/180º、45º、90º

和 135º 

U=1º（k=2）  

5 照度计 0.1lx～10lx U=1.2%（k=2）  

6 调压电源 （0～250）V 
功率大于仪器 

额定功率的 1.2倍 
 

7 数字多用表 （0～1000）V 1.5级  

8 温度试验箱 至少（10～30）℃ 
允许误差不超过±

2℃ 
 

12  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验光仪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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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验光仪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A.1  基本信息 

申请型式评价单位：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样机编号：                     

A.2  观察项目记录 

型式评价大

纲章节号 
要求 + - 备注 

4.1 验光仪各项数值的单位制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4.2.1 

必须在验光仪的铭牌明显部位标注计量法制标志

和计量器具标识 
  

 

4.2.2 

仪器名称、生产厂名、规格（型号）、生产日期、 

出厂编号 

 

  

 

6.1.1 

设备整体安装应牢固，无明显松动现象，下颌托

架应能平稳升降。摇动机身操作柄，机身应能灵

活地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和定位 

  

 

6.1.2 

所有光学部件的表面应清洁、无损伤、无影响透

光或成像的缺陷 
  

 

6.1.3 定位瞄准的光学系统或显示屏幕，均应清晰成像   
 

6.1.4 

数字显示完整、稳定、无闪烁，打印结果字迹清

晰可辨。测量结果应包括左、右眼标识；球镜顶

焦度和柱镜顶焦度；正、负号；轴位方向及度数

等 

  

 

注: 

+ -  

×  通过 

 ×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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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验光仪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A.3.1 零位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零位示值误差 

（m-1）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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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球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球镜顶焦度 

示值误差 

（m-1）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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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客观式验光仪球镜顶焦度测量重复性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重复性 

（m-1） 

 

1 2 3 4 

 
    

5 6 7 8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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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轴位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 

测量值 

（°） 

平均值 

（°） 

柱镜轴位 

示值误差 

（°）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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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客观式验光仪柱镜顶焦度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柱镜顶焦度 

示值误差 

（m-1）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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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客观式验光仪瞳距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 

标称值 

（mm） 

测量值 

（mm） 

平均值 

（mm） 

瞳距示值误差 

（mm）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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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  出瞳光照度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出瞳光照度               lx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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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  曲率半径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 mm）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标准器

标称值 

表面 

形状 

测量 

方向 

测量值 A  
A‒B  

总平 

均值 1 2 3 4 B  

 

凸 
A      

  
B      

凹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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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曲率半径测量重复性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单位 mm）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标准器

标称值 

表面 

形状 

测量 

方向 

测量值 
测量 

重复性 

1 2 3 

 
 凸 

A 

   

4 5 6 

   

B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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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0  角膜曲率轴位示值误差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标准器 

类型 
标称值 

测量值 

平均值 
示值 

误差 
1 2 3 4 

 

0º/180º       

45º       

90º       

135º       



JJF 1291— 201× 

 29 

A.3.11  电源环境适应性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零位示值误差 

（m-1）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重复性 

（m-1） 

 

1 2 3 4 

 
    

5 6 7 8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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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零位示值误差 

（m-1）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重复性 

（m-1） 

 

1 2 3 4 

 
    

5 6 7 8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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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3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试验的开始时间： 

试验的结束时间： 

试验的数据记录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平均值 

（m-1） 

零位示值误差 

（m-1） 

      

 

标准器标称值 

（m-1） 

测量值 

（m-1） 

重复性 

（m-1） 

 

1 2 3 4 

 
    

5 6 7 8 

    

 

本试验项目合格判定要求： 

本试验项目结论： 

试验工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的测量区间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