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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以重新起草的方式修改采用 ISO 19055:2015《显微镜 双目镜筒最低要求》。 

本标准与 ISO 1905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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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标示。 

本标准与 ISO 19055:2015 的主要技术差异及原因如下： 

——第 2 章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用现行国家标准替代； 

——由于修改采用 ISO15227:2000 国际标准的 GB/T 19863-2005 中未采用 ISO15227:2000 6.3.13 的

条款，故将表 2 中的“ISO15227:2000 6.3.13”条款修改为 A.6，并在附录 A 中增加 “A.6 视度调节范围试

验方法内容”。原表 2 中的“A.6”条款修改为“A.7”，表 3 中的“A.７”条款修改为“A.8”。原附录 A 中 A.6

条款内容修改为 A.7，原附录 A 中 A.7 条款内容修改为 A.8。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本标准的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3）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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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 双目镜筒最低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复式显微镜双目镜筒与大批量制造的目镜组合使用时的成像质量和视觉效果的最低

要求。 

本标准对具有和不具有视度调节的双目镜筒之间作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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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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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863-2005  体视显微镜试验方法(ISO 19055:2015，MOD) 

3 术语和定义 

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瞳距 interpupillary distance  

IPD 

左右光学系统出瞳距离之间的距离。 

3.2 

光轴 optical axis 

    自物平面中心物点通过目镜出射光束的中心光线。 

3.3 

会聚 convergence 

    左右光学系统的光轴交汇在离开眼睛比离开目镜更远的距离上。 

3.4 

像旋度 imaging rotation 

    图像以光轴为旋转轴的取向。 

3.5 

相对亮度 relative brightness 

    两个光学系统中较暗系统与较亮系统的亮度之比。 

注1：表 3 中此要求必须满足任何偏振状态。 

注2：用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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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表1、表2和表3列入了双目镜筒的光学机械和辐射规格的最低要求。 

4.2 表1对普通用途的和高性能镜筒作了区分。 

注： 普通用途的镜筒满足显微镜应用的基本要求，高性能镜筒能增强长时间使用时观察效果。 

4.3 数值适用于遵照本标准的任何款式的镜筒。 

4.4 对于瞳距最小调节范围的规定必须满足全部要求。 

4.5 带视度调节的镜筒应满足表1、表2和表3的要求。 

4.6 没有视度调节的镜筒应满足表1和表3的要求。 

表 1 光学机械要求 

特     性 普通用途的要求 高性能镜筒的要求 试验方法 

瞳距（IPD）【IPD 的最小调整范围】 55mm～75mm A.1 

瞳距（IPD）刻尺指示误差 ±1mm A.2 

左右光学系统 

的光轴差 

 

垂直 ≤15' 

GB/T19863-2005 5.5 

水平 

会聚 ≤45' 

发散        ≤10'   ≤3' 

左右像之间 

的中心差 

垂直 ≤0.20mm 

A.3 

水平 

 会聚 

≤0.40mm 
 发散 

左右像之间轴向位置差 ±0.3mm A.4 

左右像旋度的差异 ≤2°  GB/T19863-2005 5.6 

左右光学系统出瞳位置差 ≤1mm A.5 

表 2 对具有视度调节镜筒的光学机械要求 

特性 要求 试验方法 

视度调节范围 -5D～+5D A.6 

在零视度时左右像空间轴向位置差 ±0.5mm A.7 

表 3 辐射要求 

特性 要求 试验方法 

相对亮度 ≥65%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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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双目镜筒的试验方法 

A.1 瞳距最小调节范围 

    瞳距应测量两个目镜出瞳中心之间的距离。 

A.2 瞳距刻尺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是由 A.1 的测量方法与镜筒上标示值之差。 

A.3 左右像之间的中心差 

    将带有十字丝的参考目镜插入左目镜筒并对十字标本调焦清晰，并将标本十字丝与目镜中十字丝重

合。 

    然后将参考目镜插入右目镜筒，测量目镜十字丝与标本十字丝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之间的距离。 

A.4 左右像轴向位置差 

    将置于名义焦点位置的调焦参考目镜插入左目镜筒并对标本调焦，然后再将参考目镜插入右目镜

筒，将目镜轴向调节直至对标本调焦清晰，轴向调焦量即是测量结果。 

A.5 左右光学系统出瞳位置差 

出瞳位置应在与由左光学系统目镜定位凸缘所决定的表面相垂直的方向上测量。 

对于有视度调节的镜筒，该数值应在视度标度指示 0 位时测量。 

A.6 视度调节范围 

A.6.1 把没有视度调节的目镜管作为 0 视度参照体，当视度计调节置于 0 位时，对准不可调视度镜管中

的目镜，通过视度计观察，并利用显微镜的调焦机构对网格板或标尺调焦，使成像清晰。 

A.6.2 将视度计对准可调视度镜管中的目镜后，把镜管视度调至在正视度区域的最大位置，通过视度计

上的视度调节机构使网格板或标尺成像清晰，读取在视度计标尺上刻度值。 

A.6.3 将视度计对准可调视度镜管中的目镜后，把镜管视度调至在负视度区域的最大位置，通过视度计

上的视度调节机构使网格板或标尺成像清晰，读取在视度计标尺上刻度值。 

A.7 零视度时左右像之间轴向位置差 

    有视度调节的目镜筒置于零视度时，再按 A.4 方法测量。 

A.8 相对亮度  

    亮度测量应将 D65 型光源置于镜筒的名义入瞳处，光源应是圆形的且直径至少为 8mm，在目镜出

瞳处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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