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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产品理念

Background and product concept

为了更有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 ， 帮助学校和家庭更好地落实国务院出
台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需要对全人群、全周期、全
场景进行视力健康管理，才能从源头更有效预防和控制近视发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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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提供更准确、更便捷、更低成本和更数字化
的视力健康状况监测方式，创新实现视力健康危险因素客观计量和辅助干
预的手段，并通过群体防控软件-家庭防控APP-个性化专业服务HIS软件实
现了多场景互通管理，掌握干预治疗方案实施情况和效果。
总之，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旨在将视力健康相关环节进行全面数据

智能化
近视防控体系

化，利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式帮助儿童青少年更有效地进行综合干预。从
而预防和控制近视发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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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监测

三方共管

三重指导

Ø学校

Ø 视力状况

Ø家庭

Ø 视力健康危险因素和遗传 Ø 干预实施情况和效果

Ø专业视力健康服务机构

Ø 屈光发育和视功能

三项监测

Background and product concept

Ø 健康状况与风险预测

· 数据化采集软件

Ø 干预方案调整建议

· 自动化采集设备与硬件
· 智能化采集软硬件

三方共管

群体视力健康
公共卫生平台

视力健康管
理云平台

视力健康危险因素和遗传
屈光发育和视功能

Background and product concept

三重指导
群防
健管平台

· 视力状况

学
校

Background and product concept

应用前端

· 学校
群体防控
软件

家校互通保障家庭

享

健康状况与风险预测

近视防控措施落实

视力健康
数据与评估

健管机构

家
庭

视力健康管理
云平台

家庭防控
APP

眼科、视力健康管
理和视光服务机构

干预实施情况和效果

· 公共卫生防控机构

· 家庭

· 眼科医院
个性化专业
服务HIS软件

个体
健管平台

· 教育部门

干预实施调整建议

· 眼视光服务机构
· 视力健康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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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概括

Background and product concept

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旨在利用数据化、自动化或智能化方式在学校、家
庭和专业服务机构实现更准确、更便捷和更低成本的视力健康相关数据采集，如
遗传因素、发育状况、视力健康状况、危险因素、干预方案与实施情况等，再通
过大数据动态分析为群体和个体个性化的视力健康管理提供风险预警、干预方案
建议以及辅助促进干预方案的实施。目前具体产品包括以下几类：

近视防控监测体系
· 电子产品使用监
· 坐姿监测
·
用 行为调

·
·
·
·
·

年一次
筛
光发
发 状况
纸

筛

视力
专业

机构网点

学

统

·
学期 次视力监测
· 阳光运动落实情况
· 智 自助视力仪
· 阳光运动监测仪

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
视力健康状况监测产品
· 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 眼健康筛查设备无人化装备
· 眼屈光发育筛查与学校用眼环境督查软件

视力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产品
· 阳光运动监督仪
· 电子产品使用监督应用
· 读写坐姿监督应用

视力健康管理应用端
· 个体视力健康服务HIS业务应用
· 目明乐视视力健康APP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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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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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教育部门

School and Education Bureau

教育部门和学校承担了不良用眼行为环境干预和基础视力监测的工作，需要对
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统计，从而对学生、老师或学校进行督导和考评。通过

相关医疗卫生机构

Related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

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向学生提供视力健康状况筛查和监测可以更好地帮助
学生提早、及时的预防和治疗近视，我们的产品可以使筛查与监测实现全
程无纸化和高度无人化，从而大幅降低筛查监测的成本，同时使数据采

我们的产品，可以实现更智能、更便捷的管控。

集、分析和统计更便捷、更实时。
结合个体HIS软件和客户端应用，我们产品可以更好的对学生进行视力

每年四次视力监测及档案管理与动态反馈
· 视力检查高度自助化

· 检查标准统一

健康管理，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学生视力健康。

· 数据管理容易

视力和屈光发育筛查监测

· 不干扰教学秩序

· 总投入相当于传统入校筛查

高度自助化和无人化

阳光运动情况监控及考评
自动统计阳光运动人数

全流程视光服务业务管理

每周每月每学期自动统计和对比

· 准确区分家长和学生

精确监控不良姿势

家庭是对孩子进行近视防控的第一责任主体，尽早的对孩子视力健康进行
筛查监测，关注孩子屈光发育过程，培养矫正孩子不良用眼行为，对于近视高

· 可选提醒干预形式

风险和已经近视的孩子采取科学有效的预防干预和治疗是关键。我们的产品可

培养矫正学生不良读写姿势
纯软件广泛使用 ·

个体多场景视力健康数据跟踪管理 必要财务、库存和人员管理

家 庭

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实时反馈给老师

强大的数据应用能力

个体视力健康服务HIS业务应用

· 50*50米大范围

监测统计学生不同电子产品使用时间

总投入低于传统筛查方式

以提供权威视力健康知识，更智能地矫正孩子主要的不良用眼行为，配合学校
· 有效识别读写状态和休息状态

班级、年级和学校的视力健康状况和屈光发育状况分析和统计
可查看医疗卫生机构深度监测评估给予个性化建议

实时查看和统计

和专业视力健康服务机构及时反馈检查结果和干预建议，并协助您更好帮助孩
子实施干预方案。

视家庭视力健康管理APP和微信公众号
智能化的不良行为干预

群体筛查和个体检查个体电子档案

干预方案和实施情况评估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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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学校自主视力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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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作弊智能识别的自助交互视力检查设备，更规范统一，无人化助力每年四次监测

背景介绍
视力监测是近视防控的重要手段，每学期对学生进行两次视力监测也是国务院发布2018年《综

视⼒健康状况
监测产品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明文规定由学校必须完成的防控措施。为了帮助学校和视力筛
查队更高效、更高质量完成该项工作，我们在国家学生近视防控示范区的指导和支持下研发了云智
能视力监测仪，经过三年时间反复打磨，使其在不同条件学校大规模具备良好的适应性。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从底层硬件和软件以及结构外观定制化开发，在武汉视防指导和多种监测模式实
际场景试用下，经过多次迭代开发出可以真正替代传统学校视力筛查的智能设备。该设备有班级自主监测
模式/筛查队模式，监测中结果标准性好/接入性好/操作简便/稳定性高，在武汉市各学校实际使用和武汉
大学健康学院评估中得到认可。在武汉200所中小学使用证明了其在不增加额外投入下（相比传统方式进
行监测、数据记录反馈等综合成本）可以帮助学校很容易完成每年四次视力监测，克服了传统人工视力表
灯箱在筛查监测中随意性、标准不统一、学生猜背视标等问题，在数据记录、统计、跟踪和反馈上效率大
幅提升。
云智能视力监测仪傻瓜式交互特性使繁琐的视力检查变成了监督式自主测试，大幅减少视力监测中
投入的检查人力；其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了远程测试监督，能够准确识别不规范的测试方式，使视
力低下率为依据的考核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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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无人自助测试使用流程
APP采集测试人脸

组成和特色功能

测试人在测试环境中通过人脸自助
登记

云智能视力监测仪由控制主机、显示器、专用无线按键、
双目摄像头、

上传自测结果，进行区校班和个人
统计分析反馈

处于合格状态就持续完成测试

扫码枪和后台软件构成，其功能特色如下：
设备摄橡头跟踪判断相应人脸(包
含人脸匹配)是否在设备正对区域
且人脸匹配符合

自助化视力测试，学生可以在少许监督下完成规范标准的
视力监测，随机视标自动判定对错
起始行根据年级和上次测试结果自动选择，保证测试速度

发现不合格地方进行暂停和警示按
照要求规范测试行为

同时预留眼调节适应时间
设备判断该人脸是否处在合适距离

学生花名册信息、测试结果、测试规范性等数据与专用后
台软件通过WIFI进行上传下载
学生测试登录分为班级模式、筛查模式和自主模式，支持

开始视力自测

视力、动态屈光和眼轴联动筛查
学生登录方法支持自选、二维码和人脸识别
个性化语音互动、专门设计的自测按键，更好自测体验，
更容易上手
支持3米和5米测试，支持实时或集中数据传输
对测试人进行规范性监控，可以分析出是否摘掉眼镜、是否正确遮挡单眼、测试距离是否规范，可选
是否实时提醒

现有学校视力监测方式对比
视力表班级自测

医疗机构入校筛查
教学秩序

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 四次检查过于干扰

· 轻微干扰

·轻微干扰

检查准确性

· 人工检查主观性强不统一
· 检查工具和环境不统一
· 环境嘈杂，有心理压力

·
·
·
·
·

·视标和检查流程标准规范且统一
·保健老师监管，设备无人化交互和监督
·环境安静
·检查环境相对标准

检查时作弊

· 人员负责情况下可以较好杜绝偷看、 · 很难避免作弊
眯眼、戴镜测试等情况
· 无法确保测试人与登记信息匹配
· 视力灯箱无法避免猜背视标

·智能图像识别出偷看、眯眼、戴镜测试、测
试距离不足等情况
·人脸识别保证测试人与登记信息匹配
·视标方向自动生成，无法猜背

· 数据采集统计反馈时间久，过期
· 录入错误

· 难以准确且及时记录、统计和反馈
· 教育部门无法准确监管和考核

·实时准确的采集统计和反馈
·学生个人和群体数据可靠，考核客观
·家长可长期跟踪视力波动并保持沟通教育

· 含数据应用人均每次1-2元

· 老师付出大量精力的人力成本

·设备和应用摊销后接近医疗机构入校筛查较
高的费用

· 可能有商业性
· 校园安全和人员管理麻烦

· 缺乏足够人力按目标完成

·无

数据应用
成本
其他

视标亮度不标准或不统一
视标悬挂高度不标准或不统一
检查距离没法保证
检查人员不规范或没法有效管理
环境嘈杂，有心理压力

测试过程中对距离、哪只眼测试、
是否摘镜、是否眯眼等行为进行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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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资质和规范
拥有该类别医疗器械许可证：鄂
汉械备20160178号

设备成本

人力投入

数据管理
成本

监测速度

统计反馈
效率

拥有发国家专利技术
为了更好质量，我们额外的努
力：
拥有法定检测机构额外出具的老

10%
通过简洁的硬件设计，
有效的提高了设备的维
护效率和维护成本，增
加了设备使用寿命，降
低了设备的运维成本。

70%

90%

30%

降低了监测所需的人员
人数投入，以及对检测
人员的专业需求。

通过对检测过程的无纸
化设计，学生的检测单、
反馈单皆通过电子单形
式，降低了数据记录、
分析反馈成本呢

设备监测的标准化流程
杜绝了人工检查时的跳
跃性，减少了人工检查
时作弊行为，但使监测
所需的时间增加了。

80%
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
利用互联网进行监测结
果的上传、监测数据统
计分析结果的反馈，极
大的提供监测结果的时
效性和使用价值。

化检测、EMC、安规和视力测试参数
等自检报告
武汉大学健康学院评估报告证明
相比传统筛查方式更准确、更低成
本、更有效反馈

*经过武汉大学健康学院评估，该设备替代传统方式可以在不增加额外投入情况下真正完成教
育部规定的每学期两次视力监测，且监测质量稳定，监测与数据分析反馈效率大幅提升。

眼健康便携式筛查设备无人化装备

高标准
在国家防近示范区进行了几千例投影、灯箱和云智能视力监测仪对比，使监测仪替代传统
筛查工具后，数据质量与历史数据可以比较，使历年数据统计分析更具分析意义
对测试人测试环境和行为进行监督，识别出不规范测试事件，及时矫正和纳入后期统计
单视标随机出现避免学生猜背、避免传统多视标密集排列导致的测试结果偏低
单视标测试后增加密集视标测试更好排查弱视群体
屏幕遮光板避免顶光对视标辨识造成影响
无线按键与主机反应时长0.12s，满足6m内测试距离使用
视标尺寸根据‘GB 11533-2011标准对数视力表’制作
视力流程规范符合教育部和卫健委最新测试要求

无人化系统 + 便携式眼部筛查设备 = 更低监测投入成本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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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健康便携式筛查设备无人化装备

眼屈光发育监测软件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Vision Health Monitoring Product

眼屈光发育监测软件
眼屈光发育筛查监测需要对孩子的视力、动态屈光和眼生物指标进行检查，我们结合国家防近示范区
的实践经验研发了笔记本端桌面应用，使发育监测实现无纸化快速流程化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并可以通过
大屏幕展示该校学生屈光发育情况的统计分析，最终向班级、学校和区教育卫生部门提供详尽的评估白皮
书。
软件安装于笔记本电脑端，需要选配我公司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相应品牌的电
脑验光仪（TOPCON和其他支持串口网口通讯主流设备）和眼生物指标检查仪（蔡司和
瑞士Lenstar系列）。

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更准确的筛查结果

直接减少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筛查成本

支持色觉、裸眼视力、矫正视力、电脑屈光和眼生物参数项目的筛查监测
软件自动保存和上传下载学生花名册、检查结果等数据

通过图像识别、力感传感器和机械臂路径规划实现对不同眼健康筛查设备的无人化操作

支持手选和二维码扫描登记方式
支持学生信息维护管理

对眼健康筛查设备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云智能识别给出初诊结果，并推送到厂家数据库

根据学生检查排队情况自动优化分配给人少队列

支持幼儿屈光筛查设备、眼底筛查设备和眼生物筛查便携设备

支持排镜复查

目前与某国际医疗器械厂家进行合作研发一款无人化筛查设备

支持勾选配镜未戴、戴镜、戴角膜塑性镜

合作厂家只需提供筛查设备控制信号和图像数据返回信号接口
帮助眼健康筛查设备实现无人化操作和智能识别初诊，欢迎有关厂商洽谈

眼屈光发育筛查与学校用眼环境督查软件

·

无纸化流程自动分配筛查

·

支持二维码和人脸登记

·

数据实时采集和统计反馈

·

督查结果APP 录入

支持针对个人、班级和学校检查结果实时反馈和打印

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

目明乐视

阳光运动监督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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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Health Risk Monitoring Product

产品介绍
监测仪由专用摄像头和分析软件构成
实时识别统计覆盖区域的人数
对每所学校每周、每月和每学期的阳光运动活跃度和阳光摄入进行统计分析
正常使用场景下识别率80%以上
使用场景：足球场、田径场、篮球场等开阔场所，非雾霾、暴雨等极端天气

视⼒健康危险因素监测产品

专用摄像头可以覆盖50米*50米的区域，安放距离15-25米
有线网络环境，支持每秒100k上传速度

电子产品使用与读写姿势监控应用
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管理和读写姿势的矫正

阳光运动监督仪

是近视防控重要行为干预内容，我们研发工具型

Vision Health Risk Monitoring Product

APP通过手机硬件实现了便于快速传播和使用的智
能化行为干预工具，其监控数据和干预效果将体
现在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上。作为学校近视防控

阳光运动监督仪

的配套软件应用，老师和家长的有效督促可以更
好地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用眼行为习惯。

阳光运动近几年来被全世界认为是预防近视的重要措施，通过每天1-2小时的沐浴阳光和体育运动可
以帮助学生减缓眼疲劳，抑制近距离调节过度，促进眼部多巴胺分泌，从而抑制眼轴过度发育。因此在国
务院发布2018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也明确要求学校要落实体育课、课间大活动
等。
我们利用先进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操场等活动场所实时学生数量，通过对比分析给予班

电子产品使用与读写姿势监控应用

Vision Health Risk Monitoring Product

主任、校长、教育部门反馈，帮助教育部门监督管理学校落实学生的户外体育运动，该技术适合远距离大
场景的人数自动识别，因此每所学校需要投入硬件较少。

电子产品使用监控
识别干预对象，区分家长和小孩
对小孩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进行记
录统计和反馈至群防视力健康管理应用
对小孩过长或过频繁使用电子产
品进行提醒
对小孩过近地使用电子产品进行
实时提醒

读写姿势监控
对孩子读书写字坐姿
进行监控和不良坐姿统计
对孩子过近用眼、斜
视、歪头写字和过度前倾
进行实时提醒

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

目明乐视
个体视力健康服务HIS软件

individual vision health service HIS software

个体视力健康服务HIS软件

PA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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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视力健康管理HIS软件是提供给从事少儿青少年视力健康专业预防保健和视光服务的医疗机构
业务管理软件，使用机构通过有关授权环节可以与视力健康管理平台连通，从而随时查看所服务孩子在
学校和家庭的视力健康相关数据。
通过这些信息，服务机构可以从单纯干预治疗过度到向儿童青少年提供全过程、全场景的视力健康
管理服务，进而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

视⼒健康管理应⽤端

根据客户需求，该软件可以部署在本地服务器或云端服务器，根据客户实际服务岗位在PC端安装桌
面应用，快速部署和云端实时维护。
业务流程管理：涵盖了用户登记、初检、诊室检查、眼生物眼生理特检、保健康复干预、配镜光学
干预、角膜塑性镜维护干预和客户跟踪维护等服务环节，
电子档案和跟踪管理
基础的财务、库存和人员绩效等运营管理功能
共享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相关数据
给少儿青少年和家长的微信公众号与APP应用
关联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信息，全面掌握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变化

目明乐视视力健康APP和微信公众号

Individual visual health service HIS software

智能化视力健康管理系统

目明乐视

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

Vision Health Cloud Platform

视力健康管理云平台是一个针对群体和个人视力健康相关信息的管理平台，通过对学校-家庭专业服务机构三大场景中遗传因素、视力健康状况、影响视力健康危险因素、干预方案及实施情况
的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使学校群体学生和家庭孩子更个性化地实施健康干预和治疗。
其核心分析评估内容包括近视发育趋势预测、危险因素对个体影响权重分析、群体视力健康多
维分析和干预方案评估。

PA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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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群防管理软件包括群体监测数据录入、自动采集端管理、个人视力健康数据采集情况查询、群

视⼒健康管理云平台

体视力健康统计分析、信息反馈、班级学校区视力健康危险因素分析和干预指导意见。
手动录入管理：群体视力健康状况监测数据录入和编辑
自动采集端管理：视力健康知识测评、智能自助视力监测仪、无人眼健康监测仪系列、阳光运
动监控仪、目明乐视APP监测工具和调查问卷、个体视力健康服务HIS业务应用等
群防统计分析与防控白皮书
个人视力健康数据树查询、健康评估和风险预测、干预效果评估、干预方案调整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