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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共同
克路斯保光学公司热衷于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最先进

的设计和先进的软件来革新镜片设计。 我们的使命是

制造出最好的镜头。

我们的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遍布全球，在60个国家/地

区的300多个车房中提供卓越的设计。 我们与合作伙

伴紧密合作，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的软件开发

能力，从而为您的车房设计独特的镜片。

凭借70多年的悠久历史，我们对创新的承诺不断加

油，始终在推动眼镜技术专长的极限。

我们帮助您，帮助人们看到更好的画面。

60 个国家
300 家车房
我们合作的伙伴全球超过

分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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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设计

随着我们改进行业领先的设
计或发布新产品，您将收到
通知而且该设计立即可以使

用。

营销支持

我们提供量身定制的有动力
营销支持给与我们的车房合
作伙伴，包括具有高影响力
的销售和营销附带材料。”

先进的软件

我们的创新软件可以作为独
立计算器或作为网端的系

统。

设计支持

我们友好的工程师在一个工
作日内答复了所有与镜片处

方和设计有关的问题。

定制设计

我们可以创造出独特而令人
兴奋的设计以符合您车房的

规格。

培训
我们的商业和技术团队可为
们最新技术的设计提供及时

培训

质量控制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定期的生
产质量控制，确保您连续获

得高质量的镜片设计。

为什么选择克路
斯保作为您的合
作伙伴？
我们提供市场领先的眼镜车房全球无

与伦比的服务和支持我们任意型镜片

改变了您对镜片设计的思考方式以及

渐进片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为个人处方提供惊人的定制

化水平而且我们的框架选择继续每年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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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upport@crossbowsoptical.com 

T: +44 (0) 28 3832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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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进化的重要性，并不断努力改善我们的

创新平台，使您能够创造出卓越的镜片。 我们从

未停滞不前，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的专注研究

和开发成就了无与伦比的渐进镜片设计。

我们最先进的CrossbowsRx™软件和先进技术共

同一起提供最终的视觉解决方案。”

我们的先进技术

30 年值得信赖的经验  
进行渐进式设计，先进的加工和软
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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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种凝聚力的镜片设计方法，

 > 将渐进式透镜视为单个实体，而不是单个点的累
积。在设计时利用所有的几何构造块（样条曲线
和椭圆形而不是分开的单点），创建时候定义整
个透镜表面，而不是简单地最小化透镜主要部分
的变形。 本质上自然的设计导致：

 > 更好的整体表现

 > 更高的适应率归因于佩戴者的舒适度

 > 平滑的轮廓，使它更容易生产镜片”

自家品牌镜片的领域，平滑光学是创新技术中的
佼佼者。 镜片置入使用此已专利的技术创建平
滑光学元件颠倒正常设计的过程。 与其创建表
面并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光学性能，不如说是描绘
眼睛在镜片的所有点处所需的平均光焦度，然后
得出与该理想值相匹配的表面。

 > 更平滑，更均匀的平均光度曲线

 > 减少在外围区域的晃动现象

 > 更高的佩戴者舒适度和更快的适应性

光学镜片在远离镜片光学中心观察时会发生屈光力
错误。

EyeView视野技术使用专门开发的软件，该软件可
以修改整个透镜以纠正屈光不正。 每个镜片都是根
据处方定制的。

 > 在处方范围内，光线追踪提供更一致的光学性
能。

 > 远视者看得更广的区域

 > 改善近视患者的远距离视野

 > 在主观赏区更清晰的图像质量

EyePower眼力是EyeView视野原理的延伸，其
中个人的后顶点距离,（镜框）内倾角和包角用
于调整处方的球体，圆柱和轴，以尽可能

 > 提供最佳佩戴状态。 

 > 运动和时尚包角框架的理想选择

 > 更清晰，更高分辨率的视野

参阅第22页，了解更多技术优势和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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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常渐进范围为广泛的佩戴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觉体验。

Custom Delux 定制豪华，Custom Dynamic定制动力和

Custom All Purpose定制通用镜片对于大多数眼科护理患者来

说是日常使用的通用眼镜，可帮助他们为参加的各种活动提供

视力。

我们的经验和创新能力确保患者舒适感与强视力相结合，为时

尚或功能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光学解决方案。 

日常渐进

> Custom Delux定制豪华型

> Custom Dynamic定制动力型

> Custom All Purpose定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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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Delux 
定制豪华Custom Delux

定制豪华型
借助开创性的“平滑光学”技术，Custom Delux定制豪华提供了无与
伦比的设计平滑度，增强了患者的舒适度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晃动的影
响。 克路斯保的合作伙伴车房独享。

附加的功能 

>  MaxView宽阔视野

>  双眼平衡

>  可变偏心

>  可变內移

>  自动通道选择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Smooth Optics平滑光学确保
Delux豪华具有领先业界的平滑
光学性能同时将晃动效果降到最
低。

SO

EyeView视野的创新光线追踪
技术可确保Delux豪华的卓越
性能在整个透镜中始终如一。

EV

EyePower眼力的个性化技术
使Delux豪华镜片非常适合运
动员和那些佩戴着包角或时
装框架。”

EP

Custom FORM定制创建平
台本质上自然的设计增强了
Deluxe豪华的品质，患者的
舒适度。

CF

适合于
经验丰富的渐进佩戴者正在寻找最优质的设计。

运动包裹和时尚镜框佩戴者。

定制的豪华迷
你设计也可应

要求提供。

SO EV EP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下加光                    +0.75D 至 +3.50D，0.25D度跳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所有镜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全背面设计

镜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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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Dynamic
定制豪华Custom Dynamic

定制动力型
我们的新动态设计采用了EyeView视野技术，可提供更加一致的光学效果无论处方
的光度如何。 该设计现在具有EyePower眼力以确保无论框架或个人特征如何，都
能保持最佳的佩戴状态。”

附加的功能 

>  SoftTransition 柔和过渡

>   可变偏心

>   可变內移

>   自动通道选择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适合于
推荐给老花眼者选择他们的第一个渐进式设计。

使用其他技术
更新了设计

EV EP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2, 13, 14, 15, 16, 17, 18,19, 20毫米

下加光                   +0.75D 至 +3.50D，0.25D度跳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所有镜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EyeView视野为Dynamic动力提
供始终如一的强大性能，并具有
更清晰的图像质量。

EV

由于考虑到个人参
数，EyePower眼力可确保
Dynamic动力提供最佳的佩
戴状态。

EP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台的
固有自然设计增强了Dynamic
动力的出色患者舒适。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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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All 
Purpose 定制豪华Custom All Purpose

定制通用
我们最受欢迎的设计恰到好处。 定制通用设计是一种出色的通用渐
进设计，可提供佩戴者在所有的应用中都有很强视力。

附加的功能 

>  SoftTransition 柔和过渡

>   可变偏心

>   可变內移

>   自动通道选择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适合于
推荐用于那些需要强有力平衡的良好远距离，良好中距离效果和良好视
近力的人群。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3, 14, 15, 16, 17, 18毫米

下加光                   +0.75D 至 +3.50D，0.25D度跳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台
的内聚设计方法可确保强有力
远距离，中距离和视近视力的
平衡。

CF

更新的设计具有其
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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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你所
看到的
有关任何方面的更多信息，我们的品种范

围或只是为了更好了解我们，请保持联

系。我们期待您的回音。”

E: support@crossbowsoptical.com 

T: +44 (0) 28 3832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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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业设计系列是传统阅读镜的绝佳替代品，非常适合

在办公环境中使用，为阅读和中距离观看提供清晰的视野。 

我们的灵活范围减少了长期使用计算机所造成的眼睛和颈部

疲劳，从而使镜片不仅受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欢迎，而且也

受到音乐家，创意人员和设计师等经常从事视近工作的人们

的欢迎

职业设计

> Custom Office 定制办公片

> Custom Desk 定制写字台2.0

> Custom Professional 2.0定制专业片

10crossbowsoptical.com



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Office 
定制豪华Custom Office 

定制办公片
在需要近视力和中视力的任务中工作时佩戴的绝佳透镜。与完全校正的渐进镜
片相比，这款设计有更宽的视野和更舒适的姿势，因为更容易接近阅读区域。

附加的功能 

>  Digi HD View数码设备高清视野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  最大可视距离2m

适合于
定期开会并使用笔记本电脑的上班族。

在某些远距离任务中需要近距离视觉的职业，例如 机械师，厨师或园丁。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4毫米

渐退光度                -0.50D 至-3.00D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
台的固有自然设计扩大了我们
的职业设计范围，出色的患者
舒适度。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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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背面设计

喜欢你所
看到的
有关任何方面的更多信息，我们的品种范

围或只是为了更好了解我们，请保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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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Desk 2.0
定制豪华Custom Desk 

定制写字台2.0
与Office办公片相比，Custom Desk 定制写字台2.0可以提
供更大的视野，并且更易于接近阅读区域，但是远程视野已
缩短。

附加的功能

>  Digi HD View数码设备高清视野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  最大可视距离1m

适合于
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机上工作的工作者。

需要大量视近工作的职业和爱好。

新的和改进
的设计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4毫米

渐退光度       -0.50D 至 -2.75D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
台的固有自然设计扩大了我们
的职业设计范围，出色的患者
舒适度。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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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Professional 2.0 定制豪华Custom Professional 2.0

定制专业片
Custom Professional 定制专业2.0是一款专业透镜，可以自由选择长达
6m的远距视觉，在出色的视近力和远距离视力范围保持开放当中留出平
衡的选择。

附加的功能

>  弹性视野

>  Digi HD View数码设备高清视野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适合于
任何人从平面设计师到前台接待员的，都因为它的灵活性

在家工作专业人士。

CF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4毫米

渐退光度             -0.50D 至 -3.50D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
台的固有自然设计扩大了我们
的职业设计范围，出色的患者
舒适度。

CF

新的专业透
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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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设计系列采用新颖和改良的设计，经过精心

设计，可协助各种生活方式。

从拥有活跃生活方式的年轻眼镜配戴者到长途跋涉的

驾驶员，我们都热衷于为每种生活方式创造最佳设

计。

生活方式设计

> Custom Junior Soft定制青少年柔和型

> Custom Driver定制驾驶镜

> Custom Relax 2.0定制抗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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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Junior 
Soft 定制豪华Custom Junior Soft

定制青少年柔和型
Custom Junior Soft定制青少年柔和型专门设计用于帮助减少年龄在8到16岁
之间的年轻人的近视发作。该设计提供了一个大和稳定阅读区域，并在视远
区域具有出色的周边清晰度。

附加的功能

>  减少近视的发作

>  SoftTransition 柔和过渡

>  可变偏心

>  特定的儿童的內移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平滑的光学系统可确保青少年柔
和型具有行业领先的平稳性光学
性能同时尽量减少晃动的影响。

SO

适合于
活跃生活方式的近视儿童（8至16岁）。

CFSO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3毫米

下加光                 +1.50D 至 +2.00D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新的和改进
的设计

15crossbowsoptical.com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台
的固有自然设计扩大青少年型
柔和出色的患者舒适度。

CF

全背面设计



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Driver 
定制豪华Custom Driver

定制驾驶镜
Custom Driver定制驾驶镜是一种渐进式设计，其中包括大范围视远
区，可在挡风玻璃的整个宽度上舒适地观看。视中区域非常适合读取仪
表板上仪表。”

附加的功能

>  MaxView宽阔视野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适合于
专业司机/长途开车者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20毫米

下加光                   +0.75D 至 +3.50D，0.25D度跳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CF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台
的固有自然设计给予驾驶员出
色的舒适度。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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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V
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Relax 2.0 
定制豪华Custom Relax 2.0

定制抗疲劳
针对非老花眼佩戴者的渐进式设计。它避免了佩戴者因眼睛长时间聚
焦在相同的距离变得疲倦和紧张， 例如 用电脑。

附加的功能 

>  抗疲劳 

>  SoftTransition 柔和过渡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  OptiPrism光学菱镜

适合于
仍戴着单光的初始老花眼者，但可以受益于视近（光度）的加强。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14毫米

下加光                    +0.66D 和 +1.00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EyeView视野的创新光线追踪技
术可确保Relax 2抗疲劳2在整个
透镜上保持一致的卓越性能

EV

 CustomFORM定制创建平台
的固有自然设计给予抗疲劳2
出色的舒适度。

CF

新的和改进
的设计

17crossbowsopt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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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您需要非同凡响透镜设计和出色的性能。

我们的融合双焦点产品系列适合寻求更有吸引力方案的双焦点

佩戴者，而我们的单光镜片非常适合那些活跃生活方式的人。

“ EyePower眼力的光线追踪分析会考虑患者的参数和镜架选

择，而EyeView视野的应用则去除了与传统的单视镜有关的周

边模糊。”

双光和单光设计

> Custom Blended Bifocal 定制融合双焦点

> Custom Sport 定制 运动单视镜

> Custom Digital SV 定制数码SV镜头

18crossbowsoptical.com



Custom Blended Bifocal 
定制融合双焦点
这种定制的融合双焦点设计应用于半成品单视镜的后表面，从
而消除了铸造双焦点上的明显壁阶。

附加的功能 

>  可变偏心

>  可变內移

适合于
双焦点佩戴者正在寻找更有吸引力的方案。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不适用

下加光                 +0.75D 至 +3.50D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没有双焦点线和灵
活的宽阅读区域

19crossbowsopt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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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你所
看到的
有关任何方面的更多信息，我们的品种范

围或只是为了更好了解我们，请保持联

系。我们期待您的回音。”

E: support@crossbowsoptical.com 

T: +44 (0) 28 3832 2301 

crossbowsoptical.com



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Sport SV
定制豪华Custom Sport 

定制 运动单视镜

附加的功能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适合于
那些活跃生活的人。

运动包角和时尚镜架。

EV EP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不适用

下加光                    不适用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所有镜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EyeView视野的应用则去除
了与传统的单视镜有关的周
边模糊

EV

EyePower眼力的个性化技术造就
Custom SportSV定制 运动单视镜
非常适合运动员和那些人穿着包角
或时装框架。”

EP

20

Custom Sport SV运动单视镜是非球面镜片设计，通过减少周边畸变
可提供增强的视觉效果，提供近视和远视者更清晰视觉性能。

crossbowsopt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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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技术驱动Custom Digital 
SV 定制豪华Custom Digital 定制数码

镜头 定制数码SV镜头
Custom Digital SV Lenses定制数码单视镜使用
EyeViewshiye技术来减少常规单视镜相关的不必要的像散所
导致的外围失真

附加的功能 

>   可变偏心

>   OptiEdge光学美薄

适合于
那些活跃生活的人。

视远区

过渡区

阅读区

舒适度

性能

光度范围     不受CrossbowsRx™的限制 

通道                 不适用

下加光                 不适用

折射率                     所有折射率均可用

  不需要

  是的

  标准

需要特定的
毛坯

镜框

EV EP

EyeView视野的应用则去除
了与传统的单视镜有关的周
边模糊

EV

 EyePower眼力的光线追踪分析，
考虑患者的参数和个人选择的镜
框确保定制数码单视镜是佩戴状
况之中最佳性能的

EP

21crossbowsopt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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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术优势

OptiEdge光学美薄
通过使OptiEdge光学美薄使高光度镜片变得更轻，更薄，从
而改善镜片的外观。

对于正（+) 老花屈光度镜片，OptiEdge光学美薄的优点是中
心厚度减小，因此也减轻了透镜的重量。 在高+屈光度镜片
上，中心厚度可能会大大减少。

请注意，在进行所有边缘融合时，OptiEdge光学美薄可能会
使佩戴者牺牲在光学孔径之外的视力。

附加的功能

MaxView宽阔视野

MaxView优先考虑更广宽阔视野领
域，实现优越的远距离和阅读视野。

OptiPrism光学菱镜

在获得镜架描图信息后OptiPrism光学
菱镜可为顶部和底部边缘厚度之间实
现最佳平衡。（只限于渐进片）

可变动內移

每个人都需要不同的內移来最大化阅
读面积。 正确的內移值取决于患者的
处方，患者的瞳距和阅读（瞳）距。 
內移会根据每个个人的所有参数为每
个渐进式佩戴者来计算。
好处是可以改善渐进式配戴者的阅读
视野。

自动通道选择

根据患者的配镜点高度和镜架，自动
通道功能将选择最佳通道长度

SoftTransition 柔和过渡

总体散光度低，较小的变化率提供快
速适应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患者舒适
度。”

弹性视野

FlexiView弹性视野为职业性透镜
范围带来了灵活性，它提供了定义
远距离视觉的能力，提供了从0.5m
至6m的特定距离选择。 Custom 
Professional 定制专业型2.0的默认工
作距离为6m，它通过提供远程工作人
员透镜来补充办公片的范围，这是办
公室设计的主要优点，同时又不妨碍
室内视力来帮助管理其他家务。

Digi HD View数码设备高清视野

使用数码设备和电脑时，可以提高视
觉清晰度，并减少与长期使用计算机
有关的眼睛和颈部疲劳。

抗疲劳

通过添加少量下加光，可以支持视
近力聚焦，从而使眼睛可以减少其
调节力，从而使配戴者可以继续进行
视近力工作更长的时间，而不会累及
眼睛。

减缓近视的发作

为响应有关在孩童中使用多焦点的临
床研究而创建的轻度渐进设计，以减
缓早期发作的近视的进展。1级–低融合美薄

2级–高融合美薄

3级-凹平（ 近视光度而已）

4级-凸面没边缘融合（近视光度而已）

5级-凸面加边缘融合（近视光度而已）

没OptiEdge光学美薄

双眼平衡

渐进镜片在设计上不是对称的：在阅读时，有一个与我们的眼睛
会聚相匹配的內移。 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央通道和阅读区两侧
的光学性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当眼睛朝读取区域的一侧看时，
一只眼睛朝颞侧方向看，一只眼睛朝鼻侧方向看。

双眼平衡：周围区域不可避免的扭曲已被重塑，以使镜片的颞
侧和鼻侧比以前更紧密地匹配。 在实践中，当眼睛从中心移开
时，一只眼睛将沿颞侧方向移动，而另一只眼睛将沿鼻侧方向移
动，因此在这两个区域现在更加紧密匹配的情况下，这将带来更
舒适的体验。

有OptiEdge
光学美薄

22crossbowsoptical.com



产品一览
产品名称 下加光 / 渐退光度 折射率 通道 光度范围 镜框 先进技术

Custom Delux +0.75D 至 +3.50D 全部 10 - 20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全部

Custom Dynamic +0.75D 至 +3.50D 全部 12 - 20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全部

Custom All Purpose +0.75D 至 +3.50D 全部 13 - 18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Office  -0.50D 至-3.00D 全部 14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Desk 2.0  -0.50D 至 -2.75D 全部 14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Professional 2.0  -0.50D 至 -3.50D 全部 14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Junior Soft +1.50D 至 +2.00D 全部 13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Driver +0.75D 至 +3.50D 全部 20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Relax 2.0  +0.66D 和 +1.00 全部 14mm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Blended Bifocal +0.75D 至 +3.50D 全部 不适用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Custom Sport SV N/A 全部 不适用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全部

Custom Digital SV N/A 全部 不适用 不受CrossbowsRx™
的限制 标准

SO EV EP CF

EV EP CF

CF

CF

CF

CF

SO CF

CF

EV CF

EV EP

EV EP

23crossbowsoptical.com



喜欢你所看
到的吗？

创新共同

有关任何方面的更多信息，我们的品种范围

或只是为了更好了解我们，请保持联系。我

们期待您的回音。”

E: support@crossbowsoptical.com 

T: +44 (0) 28 3832 2301 

crossbowsoptic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