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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眼镜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由中国眼镜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眼镜协会质量标准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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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配太阳镜和太阳镜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定配太阳镜和太阳镜片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一般用途的定制太阳镜和太阳镜片。包括基片着色和膜层着色的太阳镜片。 

本文件不适用于防护人造光源（如日光浴室使用的光源）辐射的镜片和用于工业用途的护目镜，也

不适用于可直接观测太阳（如观测日蚀等）的特殊镜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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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0810.1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 10810.2 眼镜镜片 第2部分：渐变焦镜片 

GB 13511.1 配装眼镜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2 配装眼镜 第2部分：渐变焦 

GB 39552.1 太阳镜和太阳镜片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9552.2 太阳镜和太阳镜片第2部分：试验方法 

GB/T 17341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ISO 21987 眼科光学 配装眼镜镜片（Ophthalmic optics—Mounted spectacle lenses） 

3 术语和定义 

GB 13511.1，GB 13511.2，GB 10810.1，GB 10810.2，ISO 219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定制太阳镜 Prescription Sunglasses 

按配镜加工单中参数定制的太阳眼镜。 

 

定制太阳镜片 Prescription Sunglass lens  

按配镜加工单中参数定制的太阳镜片。 

4 要求 

总则 

光学参数应在镜片的设计基准点上进行测量（如制造商未明示镜片设计基准点，则在镜片的光学中

心处测量）。 

顶焦度应使用符合GB/T 17341的焦度计进行测量。 

如果制造商声称已对佩戴位置的顶焦度值进行修正，则应对照修正值进行检测，其对应的球镜、柱

镜、柱镜轴位和棱镜度修正值的偏差应符合GB 10810.1和GB 10810.2的要求。制造商声称的佩戴位置修

正值顶焦度应在包装或附件上标明。 

处方太阳镜片 

4.2.1 顶焦度应符合 GB 10810.1 和 GB10810.2 的规定。 

4.2.2 柱镜轴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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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太阳镜片柱镜轴位方向偏差应符合表1规定。本项适用于附有设计基准点的单光眼镜镜片，如

棱镜基底取向设定，梯度着色镜片等。 

表1 太阳镜片柱镜轴位方向允差 

柱镜顶焦度值 

(D) 
≥0.12 和≤0.25 ＞0.25 和≤0.50 ＞0.50 和≤0.75 ＞0.75 和≤1.50 ＞1.50 

轴位允差 

(º) 
±14 ±7 ±5 ±3 ±2 

注： 柱镜顶焦度值＜0.12 D，轴位允差不作考虑。 

 

4.2.3 光学中心和棱镜度应符合 GB 10810.1 和 GB 10810.2 的规定。 

4.2.4 光透射比 

4.2.4.1 太阳镜片的光透射比及分类的要求应符合 GB 39552.1 中 6.1.1 的规定。 

4.2.4.2 若太阳镜片为配对镜片，则该两片太阳镜片光透射比在同一透射比分类下，光透射比相对偏

差不应超出 15%。 

4.2.4.3 紫外光谱τSUVB≤0.05τV, 紫外光谱τSUVA≤τV。 

4.2.5 对处方太阳镜片的交通信号灯识别，其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应符合： 

红色 ≥0.80； 

黄色 ≥0.60； 

蓝色 ≥0.60； 

绿色 ≥0.60。 

4.2.6 偏振镜片的透射平面与垂直方向或明示方向的偏差应不大于±5°。 

4.2.7 透射比的明示要求应符合 GB 39552.1 中 5.6 的规定 

4.2.8 处方太阳镜片的材料和表面质量应符合 GB 39552.1 的规定。 

处方太阳镜 

4.3.1 顶焦度应符合 GB 13511.1 和 GB 13511.2 的规定。 

4.3.2 柱镜轴位方向 

处方太阳镜柱镜轴位方向偏差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太阳镜柱镜轴位方向允差 

柱镜顶焦度

绝对值(D) 
＜0.12 ≥0.12 和≤0.25 ＞0.25 和≤0.50 ＞0.50 和≤0.75 ＞0.75 和≤1.50 ＞1.50 和≤2.50 ＞2.50 

轴位允差 

(º) 
/ ±16 ±9 ±6 ±4 ±3 ±2 

 

4.3.3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偏差、垂直互差、处方棱镜度和装配质量应符合 GB 13511.1 的规定。 

4.3.4 光透射比 

4.3.4.1 太阳镜的光透射比及分类的要求应符合 GB 39552.1 中 6.1.1 的规定。 

4.3.4.2 太阳镜两镜片光透射比相对偏差不应超出 15%。 

4.3.4.3 紫外光谱τSUVB≤0.05τV, 紫外光谱τSUVA≤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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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对处方太阳镜的交通信号灯识别，其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应符合： 

红色 ≥0.80； 

黄色 ≥0.60； 

蓝色 ≥0.60； 

绿色 ≥0.60。 

4.3.6 偏振镜片的透射平面与垂直方向或明示方向的偏差应不大于±5°；太阳镜左右两镜片透射平

面之间的互差应不大于 6°。 

4.3.7 透射比的明示要求应符合 GB 39552.1 中 5.6 的规定 

4.3.8 梯度着色方向 

通过目视左右两镜片染色方向与水平装配方向未见明显差异。 

4.3.9 处方太阳镜的结构应符合 GB 39552.1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试验准备 

5.1.1 试验环境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件所有试验均应在温度为（23±5）℃、相对湿度为（30～80）%的室内环境中

进行。 

5.1.2 试验位置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件的所有透射比试验和光学特性试验均应在样品的佩戴位置处进行，若样品没

有标明佩戴位置，应在基准点处进行试验。 

处方太阳镜片 

5.2.1 顶焦度、柱镜轴位方向和光学中心和棱镜度按照 GB 10810.1 和 GB 10810.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

验。 

5.2.2 光透射比按照 GB/T 39552.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5.2.3 处方太阳镜镜片的材料和表面质量按照 GB/T 39552.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处方太阳镜 

5.3.1 顶焦度、柱镜轴位方向、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和垂直互差、处方棱镜度和装配质量按照 GB 13511.1

和 GB 13511.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5.3.2 透射比按照 GB/T 39552.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5.3.3 处方太阳镜的结构按照 GB/T 39552.2 中规定方法进行试验。 

6 标志和包装 

处方太阳镜片 

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团体标准号； 

b) 制造商名称、地址； 

c) 顶焦度值等处方参数； 

d) 镜片透射比分类； 

e) 镜片标称尺寸； 

f) 设计基准点位置（如未标明，则视该点位于镜片的光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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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若对配戴位置已作校正，标明光学中心和棱镜度的校正值（适用时）； 

h) 有关维护和清洁的说明（需要时）； 

i) 使用的限制，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1) 不能用于直接观测太阳； 

2) 不能用于防护人造光源，如日光浴的伤害； 

3) 不能用于防护眼睛免受机械性伤害(适用于不能满足抗冲击强度要求的产品)； 

4) 制造商认为其他可能的限制。 

处方太阳镜 

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a) 产品名称、团体标准号、生产日期； 

b) 制造商名称、地址； 

c) 顶焦度值、轴位、光学中心水平距离等处方参数； 

d) 镜片透射比分类； 

e) 若对配戴位置已作校正，标明光学中心和棱镜度的校正值（适用时）； 

f) 有关维护和清洁的说明（需要时）； 

g) 使用的限制，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1) 不能用于直接观测太阳； 

2) 不能用于防护人造光源，如日光浴的伤害； 

3) 不能用于防护眼睛免受机械性伤害(适用于不能满足抗冲击强度要求的产品)； 

4) 制造商认为其他可能的限制。 

包装 

6.3.1 每副处方太阳镜均应有独立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