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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

的测量装置，其能够模拟角膜在体生理状态下眼

内压的作用，定量地表征紫外光交联对角膜在内

压作用下变形行为的影响。该测量装置包括角膜

固定部件、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记录压力计示数

部件、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光源、散斑部件；

通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

件内，并通过角膜内部加压部件来模拟眼内压施

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

力计的示数，光源包括照射角膜固定部件的左光

源、右光源，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包括在左光

源后方的左相机、在右光源后方的右相机，角膜

固定部件在左相机、右相机的轴线上。本发明还

提供了使用该装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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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测量装置包括角膜固定部

件、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光源、散斑部件；通

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件内，并通过角膜内部加压部件来模拟眼内压

施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力计的示数，光源包括照射角膜固定部

件的左光源、右光源，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包括在左光源后方的左相机、在右光源后方的

右相机，角膜固定部件在左相机、右相机的轴线上；

所述角膜固定部件包括密封桶、环形密封桶盖、导管，密封桶的开口处塞有一带孔的橡

胶塞，一个直径与该孔直径一致的硬管固定在橡胶塞的孔中，硬管露出橡胶塞指定高度，以

便环形密封桶盖旋紧后硬管与桶盖紧配合，导管与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连接，角膜在环形密

封桶盖和硬管之间，当环形密封桶盖旋紧后角膜被密封固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桶

内装有水，所述环形密封桶盖和密封桶的开口处粘贴胶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膜固

定部件通过环抱夹固定在防震台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角膜内

部加压部件包括三通管、充气泵、U型管压力计，三通管的第一端连接所述导管，第二端通过

硅胶软管与U型管压力计连接，第三端连接充气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记录压

力计示数部件包括录像相机、固定三角架，录像相机固定在固定三角架上并记录U型管压力

计示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左相

机、右相机均设有升降杆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该测量装置

还包括反光板，其设在角膜固定部件的前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散斑部

件是化妆刷，化妆刷沾取激光打印碳粉后抖动，使碳粉附着在角膜表面。

9.一种采用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撒碳粉的方式在角膜表面制斑，为保证制斑均匀，在角膜表面上方抖动沾取激

光打印碳粉的大号化妆刷，使小颗粒的碳粉附着在角膜表面；

(2)将角膜夹紧在环形密封桶盖与橡胶塞之间，并在环形密封桶盖和密封桶的开口处

粘贴胶带，密封桶内储水，利用环抱夹将角膜固定部件固定在防震台上，正式实验前检查角

膜固定部件的气密性；

(3)调整录像相机的视场，使得U型管压力计的有效量程均在该视场范围内，并对焦使

示数清晰可读，示数的记录在充气泵加压前开始；

(4)利用充气泵对角膜固定部件的内部加压，由于充气泵、角膜固定部件、U型管压力计

通过三通管连接为一封闭系统，通过读取U型管压力计的示数来获得角膜固定部件的内部

气压变化情况，并通过录像相机实时记录；

(5)调节左、右相机的位置，使得角膜处于这两个相机的对称轴上，左、右相机距角膜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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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30cm，夹角15°，视场范围23×23mm2；当这两个相机位置确定后，再微调相机的俯仰角和

转角，直至角膜处于两个相机的视场的中心处，并对焦使散斑清晰；角膜表面散斑图像的记

录在充气泵加压前开始；

(6)正常眼内压为11～21mmHg，记录充气泵加压从0mmHg增至25mmHg过程中正常组与交

联组角膜的表面散斑图像；实验在20℃下完成；

(7)采用标准圆形标定板，相邻两圆心距离为1mm；标定过程保证标定图像清晰对焦，使

标定图像覆盖整个视场的3/4，标定板沿x,y,z方向平动和转动，并至少拍15组图片；

(8)利用Pmlab  DIC-3D软件和步骤(7)得到的图片对左、右相机进行标定，将左、右相机

的内外参数输出，外部参数表示两相机的空间位置差异，内部参数表示相机投射投影信息，

标定结果满足左、右相机的中心和聚焦中心位置差异小；选定角膜内压为0mmHg时表面散斑

图像为参考图片，再根据标定输出信息和双相机获得的散斑图计算角膜加载过程中的表面

位移场，获得角膜表面相对位移dT与空间位置关系，dT为相对位移，是三个主坐标系下位移

的矢量和。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5021465 B

3



一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学和光学结合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

测量装置，以及采用该装置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角膜在正常生理状态时呈球壳状，承受眼内压作用。

[0003] 在紫外光交联前后，角膜在不同内压下的表面位移场是不同的。但是，目前只能定

性地知道这一点，无法定量地来表征紫外光交联对角膜在内压作用下的变形行为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

场的测量装置，其能够模拟角膜在体生理状态下眼内压作用，定量地来表征紫外光交联对

角膜在内压作用下的变形行为的影响。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这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该测量装置

包括角膜固定部件、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光

源、散斑部件；通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件内，并通过角膜内部加压部

件来模拟眼内压施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力计的示数，光源包括

照射角膜固定部件的左光源、右光源，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包括在左光源后方的左相机、

在右光源后方的右相机，角膜固定部件在左相机、右相机的轴线上。

[0006] 还提供了采用这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通过撒碳粉的方式在角膜表面制斑，为保证制斑均匀，在角膜表面上方抖动沾

取激光打印碳粉的大号化妆刷，使小颗粒的碳粉附着在角膜表面；

[0008] (2)将角膜夹紧在环形密封桶盖与橡胶塞之间，并在环形密封桶盖和密封桶的开

口处粘贴胶带，密封桶内储水，利用环抱夹将角膜固定部件固定在防震台上，正式实验前检

查角膜固定部件的气密性；

[0009] (3)调整录像相机的视场，使得U型管压力计的有效量程均在该视场范围内，并对

焦使示数清晰可读，示数的记录在充气泵加压前开始；

[0010] (4)利用充气泵对角膜固定部件的内部加压，由于充气泵、角膜固定部件、U型管压

力计通过三通管连接为一封闭系统，通过读取U型管压力计的示数来获得角膜固定部件的

内部气压变化情况，并通过录像相机实时记录；

[0011] (5)调节左、右相机的位置，使得角膜处于这两个相机的对称轴上，左、右相机距角

膜距离30cm，夹角15°，视场范围23×23mm2；当这两个相机位置确定后，再微调相机的俯仰

角和转角，直至角膜处于两个相机的视场的中心处，并对焦使散斑清晰；角膜表面散斑图像

的记录在充气泵加压前开始；

[0012] (6)正常眼内压为11～21mmHg，记录充气泵加压从0mmHg增至25mmHg过程中正常组

与交联组角膜的表面散斑图像；实验在20℃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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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7)采用标准圆形标定板，相邻两圆心距离为1mm；标定过程保证标定图像清晰对

焦，使标定图像覆盖整个视场的3/4，标定板沿x,y,z方向平动和转动，并至少拍15组图片；

[0014] (8)利用Pmlab  DIC-3D软件和步骤(7)得到的图片对左、右相机进行标定，将左、右

相机的内外参数输出，外部参数表示两相机的空间位置差异，内部参数表示相机投射投影

信息，标定结果满足左、右相机的中心和聚焦中心位置差异小；选定角膜内压为0mmHg时表

面散斑图像为参考图片，再根据标定输出信息和双相机获得的散斑图计算角膜加载过程中

的表面位移场，获得角膜表面相对位移dT与空间位置关系，dT为相对位移，是三个主坐标系

下位移的矢量和。

[0015] 本发明通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件内并通过角膜内部加压

部件来模拟眼内压施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力计的示数，通过左、

右相机记录角膜表面散斑图像，通过三维数字散斑技术标定来获得左、右相机的内外参数，

测量紫外光交联前后角膜在不同眼内压下的表面位移场，定量地来表征紫外光交联对角膜

在内压作用下的变形行为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16] 图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示出了圆心距离为1mm标准圆孔形标定板。

[0018] 图3示出了紫外光交联前后角膜中心处和边缘处内压-相对位移dT关系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种内压作用下角膜变形场的测量装置，该测量装置包括角膜

固定部件、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光源(光源为

ZIFON  NO.ZF3000)、散斑部件；通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件内，并通过

角膜内部加压部件来模拟眼内压施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力计的

示数，光源包括照射角膜固定部件的左光源、右光源，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部件包括在左光源

后方的左相机、在右光源后方的右相机，角膜固定部件在左相机、右相机(美国IMPERX  ICL-

B2520M-SC000高分辨率相机，为双相机配备相同的镜头为SIGMA.105mm.F2.8.EX  DG  OS  HS 

MACRO，加10mm扩展圈)的轴线上。

[0020] 另外，所述角膜固定部件包括密封桶、环形密封桶盖、导管，密封桶的开口处塞有

一带孔的橡胶塞，一个直径与该孔直径一致的硬管固定在橡胶塞的孔中，硬管露出橡胶塞

指定高度，以便环形密封桶盖旋紧后硬管与桶盖紧配合，导管与角膜内部加压部件连接，角

膜在环形密封桶盖和硬管之间，当环形密封桶盖旋紧后角膜被密封固定。这样能够保证角

膜能够被牢靠密封地固定。

[0021] 另外，所述密封桶内装有水(既保持湿润又增加整体稳定性)，所述环形密封桶盖

和密封桶的开口处粘贴胶带(防止漏气)。

[0022] 另外，为防止角膜固定装置在内部加压过程晃动，所述角膜固定部件通过环抱夹

固定在防震台上。

[0023] 另外，所述角膜内部加压部件包括三通管、充气泵、U型管压力计(U型管压力计的

量程为0～5kPa，分度值为10Pa)，三通管的第一端连接所述导管，第二端通过硅胶软管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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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管压力计连接，第三端连接充气泵。由于充气泵、角膜固定部件、U型管压力计通过三通管

连接为一封闭系统，所以能够直接通过读取U型管压力计获得角膜固定部件内部气压变化

情况。

[0024] 另外，所述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包括录像相机(Canon  EOS  5D  Mark  III)、固定三

角架，录像相机固定在固定三角架上并记录U型管压力计示数。

[0025] 另外，所述左相机、右相机均设有升降杆架(微纳光科WN01VP(72-87))。用来调节

左相机、右相机的高度。

[0026] 另外，该测量装置还包括反光板，其设在角膜固定部件的前方。用来加强照射到角

膜固定部件的光线。

[0027] 另外，所述散斑部件是化妆刷，化妆刷沾取激光打印碳粉后抖动，使碳粉附着在角

膜表面。这样成本低廉，散斑均匀。

[0028] 本发明通过散斑部件制斑后的角膜放置在角膜固定部件内并通过角膜内部加压

部件来模拟眼内压施加到角膜上，通过记录压力计示数部件来记载压力计的示数，通过左、

右相机记录角膜表面散斑图像，通过三维数字散斑技术标定来获得左、右相机的内外参数，

测量紫外光交联前后角膜在不同眼内压下的表面位移场，定量地来表征紫外光交联对角膜

在内压作用下的变形行为的影响。

[0029] 以下更具体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

[0030] 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角膜(此处采用了猪角膜)的固定和密封。将猪角膜(厚度为1.0±0.06mm，横径

为15.9±0.55mm，纵径为13.8±0.17mm)夹紧在环形密封桶盖与底衬橡胶塞之间，并在环形

密封桶盖和桶口处粘胶带防止漏气，桶内储有部分水，即保持湿润又增加整体稳定性。为防

止角膜固定装置在内部加压过程晃动，利用环抱夹固定在防震台上，正式实验前检查装置

气密性。

[0032] (2)角膜表面散斑的制作。通过撒碳粉的方式在角膜表面制斑，为保证制斑均匀，

在距离角膜表面约5cm处轻轻抖动沾取激光打印碳粉的大号化妆刷，使小颗粒的碳粉附着

在角膜表面。

[0033] (3)内压加载。利用气泵对角膜固定装置内部加载，由于气泵、角膜固定装置、U型

管压力计通过三通管连接为一封闭系统，可直接通过读取U型管压力计获得角膜固定装置

内部气压变化情况，并通过相机实时记录。

[0034] (4)内压记录。U型管压力计的示数是通过实时录像的方式记录，在充气泵开始充

气前，需调整记录相机的视场，使得U型管压力计的有效量程均在视场范围内，并对焦使示

数清晰可读。内压记录需在正式加载前开始记录。

[0035] (5)角膜承载时表面散斑图像记录。采用双相机采集装置进行记录，在确定角膜固

定装置位置后，调节两个相机的位置，使得角膜处于两个相机的对称轴上，双相机距角膜距

离约30cm，夹角约15°，视场范围约23×23mm2。当两个相机位置确定后，在微调相机的俯仰

角和转角，直至角膜处于两个相机的视场的中心处，并对焦使散斑清晰。角膜表面散斑图像

记录也需在正式加载前开始记录。

[0036] 正常眼内压为11～21mmHg，记录内压从0mmHg增至25mmHg过程中正常组与交联组

角膜的表面散斑图像。所有实验均在室温(20℃)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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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7)双相机系统标定。记录过角膜表面散斑图像后，再对双相机系统进行标定。采

用标准圆形标定板如图2所示，相邻两圆心距离为1mm。标定过程需保证标定图像清晰对焦，

使标定图覆盖整个视场的3/4，标定板沿x,y,z方向平动和转动，并至少拍15组图片。

[0038] (8)表面位移场计算。利用Pmlab  DIC-3D软件和标定图片对双相机进行标定，将双

相机内外参数(外部参数表示两相机的空间位置差异，内部参数表示相机投射投影信息)输

出，标定结果需满足左右相机的中心和聚焦中心位置差异不大，表1为满足要求的标定结

果。选定角膜内压为0mmHg时表面散斑图像为参考图片，再根据标定输出信息和双相机获得

的散斑图计算角膜加载过程中表面位移场，获得角膜表面相对位移dT与空间位置关系(dT

为相对位移，是三个主坐标系下位移的矢量和)。

[0039]

[0040]

[0041]

[0042] 表1

[0043] 已知角膜的曲率半径约7.8mm，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完整角膜各处曲率半径差异

不大，约为7.5～8mm。标定误差为0.04个像素。

[0044] 如图3所示，定义表面相对位移dT为表面任意点三个相互垂直方向位移的矢量和。

实验结果表明：

[0045] (1)角膜表面相对位移dT随内压逐渐升高而增大，且dT增大的趋势随着内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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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这表明在低眼内压阶段(0～10mmHg)，角膜基质起主要抗扩张作用，角膜弹性模量较

小，dT增长明显；而在正常眼压至高眼内压阶段(10～20mmHg)，卷曲的胶原纤维被拉直起主

要抗扩张作用，拉直的胶原纤维弹性模量较大，dT增长减缓。

[0046] (2)角膜边缘处变形大于中心处，且内压越大这种趋势越明显，此现象与角膜缘处

胶原纤维呈环向排布有关。

[0047] (3)在低眼内压阶段，紫外光交联前后变形并无明显区别。在正常眼压至高眼内压

阶段，相同内压下，紫外光交联后角膜中心处变形明显减小，而角膜边缘处变形无明显差

异。

[0048] 对比角膜交联前后内压12.75mmHg与21.75mmHg情况下表面dT，发现在12.75mmHg

内压下，正常角膜中心区域dT约0.070mm，交联后角膜中心区域dT约0.055mm；在21.75mmHg

内压下，正常角膜中心区域dT约0.100mm，交联后角膜中心区域dT约0.075mm。交联后角膜在

相同内压下表面dT减小，紫外光交联处理对角膜有助于维持其原球壳结构。

[0049] 当然，角膜也可以是其它生物膜。

[005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

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本发明

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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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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