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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光学镜头加工制作实验 

实验一 光学镜头综合实验 

本实验介绍镜片与镜头的设计及制程，藉此可以了解光学组件（透镜）组成光学系

统（镜头）的流程。  

1-1 光学系统设计       

   光学设计是光学厂最核心的范围，专业人员需具备光学知识外，最重要的还是经验

的累积，不同种类的镜头有不同的设计，光学特性也各不相同。由于科技的进步，应用

光学软件即可在计算机上作光学设计与仿真，这里并不实际做光学设计，但以扫描仪镜

头、数字像机镜头实例，在设计上的光学特性加以描述。  

 

1-1.1 扫描仪镜头 

 
光学相关规范: 如图 2.1 是扫描仪镜头的 optics layout，我们以此为例，将实际的

数据带入光学参数：  

1. 使用线性（Linear）CCD，例如像面 pixel size 规格是 5.25μ，则其空间频率＝1/5.25

μ＝1/0.0025mm＝190.48line/mm≒96lp/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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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空间频率对 MTF 之影响可由图 2-2 看出来，如图横轴是像面空间频率，纵轴是 MTF 

值，IDEA 线是绕射极限，ON AXIS 线是中心视场，S&T 重合成一条线，0.7FIELD 线是 0.7 

视场，分为 T&S 方向，FULL FIELD 线是全视场，也有 T&S 方向的位置，因为外围视场

离光轴较远，通常镜头设计是比较差的点。一般检测解像力是采用半频空间频率，而此镜头

规格必需大于 50﹪，所以如图 2-3，在 48 lp/mm 空间频率时每个视场点的 MTF 值皆＞50

﹪。  

2.扫描仪分辨率：一般分为 600dpi、1200dpi、2400dpi…等。  

3.扫描文件大小：以 A4（210×297mm）为例，代表半物宽为 210/2＝105mm，在设计上，半

物宽为 108mm。 

4.放大率 M（Magnification）：假设像宽为 20.412mm，则像宽/物宽＝0.1890，所以 M＝0.1890。 

5.物像距（Total Tracing）：物到像的距离，例如 250mm、280mm…等，物像距越短，则半视

场角越大，属于广角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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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瞳：一般以半径表示，例如 1.850000mm。 g.出瞳：也以半径表示，例如 1.666779mm。  

7.E.F.L：例如 24.234288mm。  

8.F-number ： 与 镜 片 大 小 有 关 ， 由 于  F/n ＝ E.F.L/ 入 瞳 直 径 ，  所 以  F/n ＝

24.234288/1.850000×2≒6.55。 

9.半视场角：与系统的 E.F.L 有关，也与镜片数目、形状有关，例如全视场（1.0field）＝－

25.880375 度。  

10.后焦值(B.F.L)：与 E.F.L 相关，例如 23.69mm。 

11.wavelength：与透镜材料有关，一般测试可分为红（R）、绿（G）、蓝（B）以及白（W）

光。 例如：  546nm   450nm  620nm    三种波长 ，    

 比重（weight）  1      1       1       测试光源为白光，  

 比重（weight）  1      0       0       测试光源为绿光，   

 比重（weight）  0      1       0       测试光源为蓝光，以及 

 比重（weight）  0      0       1       测试光源为红光。   

12.解像力（resolution）：『详见第三章 3-6MTF 机』。  

 

1-1.2 数码像机镜头  

光学相关规范: 如图 2.4 是数字像机镜头的 optics layout，我们以此 type 为例，也将实

际的数据带入光学参数。 

1. Senser：面型（Array）CMOS，例如 1/2〞、2M（200 万像数），pixel size 是 4μ。   

2. 像宽：跟 CMOS 大小有关，例如－4.255800。  

3. 解像力范围：像宽×2×0.7F＝5.95812≒ψ6.0。 

 
4 . 入瞳半径：1.174527mm。  
5. 出瞳半径：3.092418mm。 
6 . E.F.L：7.509829mm。 
7. 后焦值：7.19mm（不含滤光片）与 6.64mm（含滤光片）。 
8. F-number：7.509829/2.349054＝3.2。  
9. 半视场角：例如－29.516760 度。 
10. Filter：IR cut 650nm±10nm  
11.wavelength：同扫描仪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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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esolution：详见『第三章 3-5 投影解像力仪』。 
 
1-2 机构设计 

利用光学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光学 data，尚需要转换成镜片图面，以及镜头的机构设

计，才能完成整个光学系统，跟光学设计一样，机构设计也要配合客户的需求，以及适合

量产，才是好的设计。  
R&D 人员设计出光学镜片后，为了便利加工制造，就要选用合适的粗胚，粗胚就是

加工制造前的成型光学玻璃，应考虑厚度之切削量、外径、倒角以及材质等。无论是外径、

厚度及曲率半径等外型规格，与完成品规格愈靠近，及其耗用之加工制造成本将愈能减轻。  
 

1-2.1 光学组件图面与规格  
光学组件图面表示法，如图 2-5。 
a.材质：粗胚材质应明确表示不得有错，若稍有差错，即对光学质量影响甚巨，以 TAF1

（496-773）为例，Nd＝1.7725±0.005，Vd＝49.6±0.8﹪。b.曲率半径：第一面、第二面各

为凹或凸或平（R 值），球面或非球面。c.外型尺寸及形状，中心厚度（CT）、深度、内外

径、有效径（CA）、倒角（修边量）等等。d.面精度：研磨面之精密度、光圈与不规则度

－3（1）。e.偏心：OA、边缘厚度（ETD）、光轴 1 分内。f.公差：中心厚度±0.03mm、深

度±0.01mm、外径-0.005~-0.015mm。g.镀膜条件：镀膜规格 40nm~600nm，反射率 MAX
＜1.0﹪，AVG＜0.5﹪（建议单层膜）。.外观质量：伤痕亮点 80-50。   

 
1-2.2 镜片粗胚  

光学系统中的每一片透镜需选用适当的粗胚，作为透镜的原料，其中需选择符合设计

的材质，这当中包括折射率、色散数，还有相近的曲率半径、厚度、外径，才能符合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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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如图 2-6。 

 
2-3 切削与研磨 

  光学系统是由光学组件组成，目前 普遍的材料是光学玻璃，而使用研磨技术是历

史久远的制程，以下是光学厂制造镜片的方式。 
   1-3.1 切削  

切削是镜片制程第一道程序，目的是将粗胚如图 2-6，切削接近图面规格的厚度（大

约是在 CT 上限规格多 0.1mm，将粗胚 CT=4.2mm 切削成 2.6mm），以及相同的曲率半

径（将粗胚 R1=7.5 切削成 7.0，R2=8.6 切削成 10.5），如图 2-7 切削示意图。 
 
 
 
 
 
 
 
 
 
 
 
 
 
 
 
 
 

1-3.2 研磨 
 将切削后之镜片利用研磨盘上之研磨剂加压，并相对旋转，去除镜片表面之粗糙度，

使其表面光滑，并且接近图面规格之中心厚度（大约是在 CT 上限规格多 0.01mm）、曲

率半径，谓之粗磨(l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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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粗磨后之镜片再利用研磨皿上之研磨粉相互旋转，使其表面更光亮，提高图面规

格之曲率、中心厚度精度，谓之精磨(polishing)。  
1-3.3 张贴 

 根据光学组件曲率半径、外径、厚度，将多数个排列于付贴皿上，以利研磨之前置

作业称之为张贴，一般张贴作业程序如图 2-8 为 a.填脂、b.贴付、c.烧皿加热、d.移脂、

e.冷却。 

 
张贴个数视曲率半径、外径、形状…等而定，一般以下式表示之。平面或大曲率之

镜片 

 
一般球面镜片 

 
式中 N 表示张贴个数，ψ 表镜片直径，D 表贴付皿直径，h 表贴付皿高度，R 表

镜片曲率半径。镜片直径=ψ8.0，R=10.5，D/R=0.76＜1，适用多片研磨制程，贴付皿高度

受限于机台限制为 h=5，则：  

 
 

1-3.4 牛顿圈与不规则度   
 如图 2-9 对凸透镜片来讲，如实际曲率比理想曲率小叫做偏“＋”反之叫做偏“－”。

而凹透镜片则相反，实际曲率比理想曲率小叫做偏“－”反之叫做偏“＋”。 

 
 
检测镜片的光学表面几何形状的精度程度， 广泛的方式是采用原器（光学样板）

作干涉图案检验，将原器与光学组件之研磨面相接触，如曲率有差异时，则接触面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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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层，经过光之干涉每 ?/2 有弯曲之彩圈产生，是为牛顿圈。 曲率半径的检测方式在

图面上标有两个数字，如光圈与不规则度（power＆irrogularity）3（－1），其中 3 代表

光圈数，－1 代表不规则度，此两数字均代表可允收的 大差异值。 
低光圈：原器与被检零件接触边缘，当空气隙减少时条纹从边缘向中心移动，条纹

弯曲的凹向，背着加压点弯曲，从中心到边缘颜色序列为蓝、红、黄，即表示镜片“－”。 
 高光圈：原器与被检零件接触中间，当空气隙减少时条纹从中心向边缘移动，条纹

弯曲的凹向，朝着加压点弯曲，从中心到边缘颜色序列为黄、红、蓝，若向外扩散，即

表示“＋”。 
 

1-3.5 光圈计算曲率  
实际制程方面都以光圈数来代替曲率半径。 

 
式中 R 表示镜片曲率半径，D 表镜片有效径，H 表光圈参数，?/2 表 0.000273mm。 凸

透镜片曲率半径设计值为 7.0，有效径 ψ6.4，原器工作曲率 6.9975，在光圈＝－1.5 的情况下，

等于凸透镜片曲率半径。 
 

 
代入 H＝ΔH＋(?/2×光圈数)，可得 H=0.773838－（0.000273×1.5） 

 
 

1-4 镜片定心制程 

  定心制程主要是控制镜片深浅面的光轴中心线与机械中心线合而为一，另一功能则

是控制镜片的外径达到公差配合。      
经由定心加工，将镜片之外径、深度、倒角修正为设计图面所要求的规格，且使镜片之

光学中心轴与机械中心轴重合，镜片光学中心轴（光轴）＝镜片二曲率面中心之联机。 

1-4.1 定心难易度参考常数  
光学镜片在定心加工之前，可计算系数 Z 值来判断加工的难易度，作为安排工作与

夹具设计参考之用，定心系数 Z 值： 

 
式中镜片凸面曲率 R 值取正数，凹面曲率 R 值取负数，D1、D2 为夹具与 R1、R2

接触之直径。 曲率 7.0 与 10.5mm 的月凸透镜，以接触径 6.4 与 4.2mm 夹具固定时，

定心系数 Z 值计算如下： 
 
 
 
镜片定心加工难易度判定原则：a.Z ≧0.20 非常好定。b.Z ≧0.15 易定心。c.0.15＞Z 

≧0.05 一般定心。d.Z＜0.05 难定心。e.Z 值相同情况下，一凹一凸较难定心。f.镜片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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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大愈难定心。 
已镀膜(表面为粗糙面)较难定心。h.夹具接触径愈接近外径，振动小较稳定。i.夹具之同心

1-4.2.定心加工 

度为 0.0015mm 内。 
 

 
利用一对固定于左右旋转轴上之夹具，挟持/固定镜片中心，使用刀具削除镜片多余外

径，

1-

取与镜片深度规格接近的标准片，放入合适镜片外径的深度计中，将量表

并且做倒角加工，达到定中心目的，制程如下:1.确认机台旋转轴同心精度＜1.5μm。2.
将镜片挟持于左右夹具间。3.若镜片光轴与旋转轴之中心未重合，则镜片与夹具接触点将产

生一缝隙，并于另一接触点产生一推力，使镜片移向缝隙点处，直到两轴中心重合后，此

推力因平衡而消失。4.如图 2-10 外径加工、倒角与深度加工。  

4.3 定心量测  

一、深度量测：

上的读值归零，再取出待测镜片，将平台压在镜片倒角处，量表上的读值加上深度规格值

即为镜片深度，如图 2-11 所示。 

 
二、外径量测程序： 

径规格值，自标准块规选取与规格 接近者作位量具归零标准。 
 

1-5 镜片

和镜片上需要镀膜，这是因为任何物体对光线都有反射作用，连无色透明的

玻

a. 依待测镜片之外

b. 将标准块规至于外径检具中，检具读值应与块规相同，如有差异，调整至无差异。

c. 将待测镜片置于检具中，调整检具使镜片外径与检具式平面接触，自检具量取接触

时之读数。c-1.放松检具，旋转镜片 60 度，量取外径第二读值。c-2 放松检具，再

旋转镜片 60 度，量取外径第三读值。 三、光轴量测：光轴除了可由 ETD 换算以

外，也可以利用光轴量测仪量测光轴，详见『第三章 3-2 光轴量测仪』之光轴量测。 
镀膜 

为什么镜头

璃也不例外，差别在于光线的角度是否会形成反射效果。对于理想状态下的镜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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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能够完全透过镜头，并正确的在底片或 CCD 上完全聚焦，然而由许多镜片所结合而

成的镜头是不可能让各种角度的光线完全穿过，以氧化镧光学玻璃为例子，其透光率可达

到 90%以上，剩下的 10% 则会反射出去，形成炫光，为了弥补这项缺失，后来的镜片研

究者开发了在透镜表面镀上一层膜来增加透光效果，镀膜是在镜片表面镀上非常薄的透明

薄膜，目的是希望减少光的反射，增加透光率，并抑低耀光、鬼影。 
 

光学镀膜种类 
：使镜片入射光分为两条不同方向和波长之光线输出，光学镜片镀膜在光学

片反射不需要的波长，穿透需要要的波长，例如镀 IR&AR cut。  

大，分为单层膜与多层膜。 

抗反射膜是目前商业用途使用 广的镀膜方式，在镜片表面镀上一层或多层特定厚度

（指

1. 分光镜

业中是非常重要的加工过程之一，经由镀膜能改善镜片表面的光学性质，使其达到

实用性。  
2. 滤光片：使镜

3. 反射镜：使镜片完全反射光线。  
4. 抗反射膜：使镜片光线穿透率达到

 

光波长一半之整数倍。）之化学物（如 MgF2、SiO2…等），使入射光之反射达到 小

为目的，即透光率达到 大。 

图 
2-12 镀膜的目的，在增加穿透率。相对的减少反射率。  

镀膜完成的镜片可用光谱仪量测穿透率，详见『第三章 3-3 光谱仪量测』。 

-6 洗净、黏合、涂墨 

学特性需符合规格外，外观也是检验质量之一，影响外观的种类除

的要

求，

1-6.1 洗净方法  

是 简单的洗净方式，将镜片浸于装有溶剂的洗净槽中，经过一段时间后，

2. 摆动，产生镜片与溶剂之间的相对

 

 
 
1

   光学镜片除了依据光

了制程上引起的伤痕外，还有环境因素、敏感材质引起的霉等等，这些镜片表面将再度作

研磨处理，除了上述外观的问题外，镜片表面也会因为触摸、灰尘而有表面污，这时就需

要洗净制程后，才能延续下一段制程，如镀膜、装配都需要干净的镜片才能完成。 
光学镜片洗净在加工过程中是容易忽视的加工过程之一，但是光学镜片质量提升

与镀膜、装配加工过程不断改善之情况下，洗净后镜片的质量与洗净成本的要求，也

受到重视。 
 

1. 浸渍洗净：

镜片表面之附着物因浸渍而脱落达到洗净目的，浸渍洗净适用于产品样多而量少，或

是要求一般洗净效果，或形状特殊之洗净作业。 
机械摆动式洗净：利用上下摆动装置，将镜片上下

运动，达到洗净镜片表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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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剂搅拌，应用流体力学，产生流动力量，增强洗

净效

洗净：利用加压帮浦，将溶剂加压喷洒于镜片表面，使溶剂的高压与溶解力，达

5. 。或

6. 镜片浸渍于溶剂洗净同时，槽底的震荡子发出超音波，加强溶剂对镜片的

 
1-6.2 镜片黏合 

溶剂搅拌式洗净：利用搅拌器，将溶

果。 
4. 淋浴

到镜片洗净作业，淋浴洗净效果比浸渍洗净高，适用于要求高洗净效果之作业。 
蒸汽洗净：利用溶剂蒸汽在镜片表面凝结收缩，除去表面附着物，达到洗净目的

是利用加热装置使溶剂加温至沸点后蒸发成气体，当与冷镜片表面接触后凝结收缩成

液状落下，附着于镜片表面污物，也被蒸气溶解，随溶剂液体落下，达到镜片洗净作

业。 
超音波洗净：

洗净效果。 

 
图 2-13 采用粘合镜片的光学系统。 

    为了消除像差以及得到较好的光学特性， 称为黏合，
 
会将两片不同材质的镜片胶合起来，

如图 2-13。    

 
图 2-14 镜片粘合制程。 

如图 2-14 将凹、凸透镜各一面曲率径相同的面，用 UV 胶涂抹在表面上，再将两

面镜

   镜各自的曲

无限远的物成像在 F1"上，故对第二透镜而言， S2
＝-f1

满足                    即                故可知 P=P1+P2。 
1-6.3

所以数字像机镜头以

及液

 

片胶合，并用 UV 灯照射，当 UV 胶尚未凝固时，用光轴显微镜观测两镜片的光轴

是否重合，如在规格内即为良品，否则需用三氯乙烯拆卸镜片，重新黏合。 
    若将焦距是 f1 与 f2 的两薄透镜胶合在一起，胶合系统的曲率是两薄透

光率之和，假设系统放置于 n 某介质环境中，且对一无限远的物点成像，由焦点的定义

知像距即为胶合透镜的焦距长。  
因为 S"＝f，对第一透镜而言，

 且 
S2"＝f，
 镜片涂墨   

镜片由于倒角的关系，整个光学系统的外观会有整圈偏白的环，

晶影机镜头的部分透镜，需用涂墨来消除，如图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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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虚线为涂墨范围。 

 
 

1-7 镜头装配 
 

光学镜片经过许多制程之后，各种不同材质、形状、曲率、厚度的镜片即已完成，接

下来 重要的就是组成光学系统的镜头，依据不同的应用，有各种不同的组合，单片镜

片即可作成放大镜；扫描仪镜头依据分辨率 dpi 数而有 3~6 片的组合；中低阶数字像机

镜头则依据像数而有 4~6 片的组合；至于液晶投影机与背投电视镜头通常需要 10 几片

的组合，不论是何种组合，镜头的组装需要作业人员熟练的装配技术以及工程人员在工

具及仪器上的协助，才能顺利完成。 

 
   图 2-16 镜片装配图 

图 2-16 是三片装的镜头，有凸透镜与凹透镜的组合，光字段于第 2、3 镜片之间，

同时这位置放有一片镜间，控制 2、3 镜片之间的 r space，而 外面的镜片，则需要选

择固定镜片的方式，一般金属镜筒与镜片的固定方式有锁 Retainer 以及点胶固定，而塑

料镜筒则用热熔方式固定镜片，除了镜片与零件的制造公差外，如何使每一片镜片的光

轴能够重合，是组装镜头 重要的技术，如稍有偏差，即会响解像力。 
 倾斜（tilt）与偏心（decenter）是光轴不能够重合的不良因素这些都需要靠公差控制、

辅助工具、装配手法才能够避免与减少。 
组装好的镜头需要测试解像力及解像质量，详见『第三章 3-6MTF 检测』，解像力及

解像质量好的镜头，尚需要通过外观检震动以及环测实验，所有的制程才能够算是完成。   
 

2. 光学检测仪器 
镜片的制程需要辅以光学检测仪器才能完备，以下就一些光学检测仪器的功能以及检

测方式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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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干涉仪（Interferometer）  

干涉仪是用干涉条纹以极精确地测量长度或长度改变之仪器，可用来量测镜片之光圈

数、不规则度、曲率半径。  
2-1.1 两条光束的干涉  

假设有两条光束的电场强度分别定义如下： 

 
 

 
此两光束的合成电场强度及其光强度分别为： 

 
          图 3-1 干涉仪系统。 

 
2-1.2 干涉仪量测  

干涉仪操作流程，如图 3-1，安装参考标准镜头，选择球面镜标准镜头，置于标准镜

头夹持具上。系统标准镜头光路调整（alignment） 调整标准镜头之倾斜控制钮，使屏幕上

之两个光点重合成一个光点。 其流程步骤分述如下：  
1. 待测镜片光路调整，寻找待测球面镜之表面顶点反射。 
2. 将待测球面镜沿着光学尺滑动，使标准镜头之光聚焦点位于待测表面上。 
3. 调整待测球面镜之上下左右倾斜位置，使标准镜头之光聚焦点约略位于待测表面之

中心位置处。观察此待测面之面顶点反射干涉条纹，微调整其上下左右倾斜与前后

位置，干涉条纹数目会产生变化。 
4. 寻找待测面之干涉条纹，将待测球面镜沿着光学尺滑动，直至看见待测球面镜之表

面反射干涉条纹。 
5. 将干涉条纹调至 少, 调整待测球面镜之前后、上下、左右、倾斜位置，使干涉条

纹 少。 
6. 撷取影像。 
6. 分析影像，如图 3-2a 不规则度为 1 条，b 不规则度为 0.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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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不规则度 
 

2-1.3 曲率半径量测 

     干涉仪也可以量测球面镜之曲率半径值： 
a. 调整待测球面镜之表面反射干涉条纹，使干涉条纹 少，并将此时之光学尺位置归零。 
b. 将待测球面镜沿着光学尺滑动，使标准镜头之光聚焦点位于待测表面上，此时不再调整

镜片之上下左右倾斜位置，仅调整待测球面镜沿光学尺方向之移动位置，使干涉条纹

少，并记录此时之光学尺位置，此值即为球面镜之曲率半径值。 
 
2-2 光轴量测仪 

 
由于在定心制程必需控制镜片光轴中心线与机械中心线合而为一，因此光轴量测仪主要

功能是量测镜片的光轴，量测方式有反射式与穿透式两种，这里采用的 AZP2 是属于反射

式量测。 

 
图 3-3 反射式光轴量测（a）凹透镜（b）凸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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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是反射式光轴量测的简图，其组成组件说明如下：1.标准镜（Front lens）。2.
标准镜的焦距（Focus f of the front lens）。3.量测镜片（Lens under test）。4.镜片承坐 Holder
（Supporting ring）。5.待测镜片的曲率半径（Radius of lens under test）。6.马达带动镜片旋

转。7.标准镜头移动行程。8.光源、感光 sensor  以及屏幕。 
 

2-3.1 量测方式  
1. 将欲量测镜片的面朝上,放置在承坐 Holder 上。 
2. 选用合适的标准镜头。a.凸镜片，例镜片 R 值=7,可选 f＝+30 的镜头,  两者数值

愈接近,精度愈高，因为 f 过大，容易找光轴点，但是误差较大。b.凹镜片，可选 R 
值较小的镜头，如果是 R 值较大之镜片，可选 R 值为负值的镜头。 

3. 拿小白纸张,放在镜片中央,调整焦距,让纸张上的十字线清楚。 
4. 拿开纸张,调整焦距,让屏幕上的十字刻划清楚。 
5. 焦距高度归零。 
6. 找出成像位置,调整焦距高度约和镜片 R 值一样,至屏幕上的十字。a.凸镜片,镜头

往下，b.凹镜片,镜头往上。 
7. 让 Motor 带动镜片旋转,  观察 monitor 十字线左右移动的量（格数），并且计算

格数。 
 
2-3.2 光轴偏心计算 

 
式中 X 表示表面倾斜角度（分），At 表格数，r 表测试镜的曲率半径，f1 表标准镜的焦

距，f2 表准直仪的焦距（for AZP2＝300mm）。 例如量测凸透镜 R=14mm，选用＋30mm 之
标准镜，屏幕上旋转格数 2 格，则 

 
 

3-3 光谱仪  
 

光谱仪的作用是用来量测光学组件之光谱穿透率、光谱反射率的光谱量测仪器。 

 
图 3-4 光谱仪的光路架构 

 
2-3.1 光谱仪基准线量测  

  所有量测进行前必须先作基准线校正，以确保在未放入任何待测片时，光谱之穿透率

为 100%，称为基准线量测，允许误差值为±0.5%以内。 
  

2-3.2 UV-IR filter 检测  
UV-IR filter 之功能是在于防止红外光与紫外光进入系统中，让可见光穿透，数字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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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镜头系统中常在 后加入一片 IR-cufilter，而在液晶投影机投影显示系统之光学引擎

中，UV-IR filte 之光行进路线为垂直入射，量其 0 度入射之穿透率即可。  
 

2-3.3 镜头检测  
量测镜头穿透率时，如图 3-4，入射光源经过分光镜，第一道光束是参考光，第二道

光束是量测光，两光束射进积分球，经过运算，得到图 3-5 镜头的穿透率量测分布图表。 

 
图 3-5 镜头穿透率量测，横轴为波长，纵轴为百分比 

 
 
 
 

2-4 焦距仪（OPTICAL BANCH） 
 

 用途为量测光学组件焦距的仪器设备。 
  

2-4.1 节点(NODAL POINTS)     
     一光线以某个 θ角入射至系统，若以相同角度从系统射出，入射和出射光线与光轴的

交点称之为第一节点 N 和第二节点 N '，不偏折光线节点为一对角放大率为+1 的共轭

点。虽然光线不产生偏折但会有相当程度的位移，其效果就如同经过一平行平板玻璃一

样，光线轨迹和光轴的焦点称为系统的光学中心，这是一个只与曲率半径及透镜厚度有

关的点，也是唯一不会随入射光波波长而改变位置的光点。  
 
2-4.2 应用原理  

1. 利用节点特性进行量测焦距。 
2. 远处物点之光线通过节点后出射光方向不变。 
3. 光通过节点出射角与入射角相同。 
4. 系统旋转而成像位置不变。 
5. 对于空气中之系统其节点与主点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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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焦距仪量测 

 
图 3-6 焦距仪架构 

 

找出节点，以节点为转动轴，转动承载台，找出成像不变位置。 量测焦距。如图 3-6 
其组成组件如下：1.焦距仪光源、2.标准靶、3.准直透镜 4.夹持环、5.待测镜头、6.(可旋转

式)节点量测工作台、7. 工作台行程、8.显微镜目镜、9.光学尺。  

（一）效焦距(EFL)量测：a.先找出待测镜头的焦点，移动＃7 工作台行程，并且观察

＃8 显微镜目镜，即可找到焦点。b.再度移动＃7 工作台行程，并且旋转＃6 节点量测工作

台，从＃8 显微镜目镜观察成像点，如像点会跟着旋转，重复寻找，直到成像点不会跟着

＃6 节点量测工作台旋转为止。c.此时找到的成像点即为测试镜头的主光点位置，光学尺上

的数值即为 E.F.L。 

（二）后焦距(BFL) 量测：a.先找出待测镜头的焦点，移动＃7 工作台行程，并且观察

＃8 显微镜目镜，即可找到焦点，此时纪录光学尺上的数值。b.在待测镜头的 后一片镜片

作记号，然后再度移动＃7 工作台行程，观察＃8 显微镜目镜，直到清晰的看到记号点，再

纪录光学尺上的数值。c.将 b 的数值减掉 a 的数值即为待测镜头的 B.F.L。 
 

2-5 投影解像力仪（Resolution Power Test Projector） 

 用途作为镜头解像力及成像质量检查。 -5.1 成像范围 数字相机镜头测试解像力的成

像范围，约为 0.7F~0.8F 之间。像高（IMAGE HIGHT）X0.7F≒采用进位法＝直径 ψ（偶

数或奇数），hart 检测之外围成像范围。 偶数规格:中心、ψ4、ψ6、ψ8、ψ10…。 奇数规

格:中心、ψ3、ψ5、ψ7、ψ9…。 

 
     图 3-7 标靶（CHART） 

例如数字像机镜头的半像高为 4.255800，量测解像力时外围范围为：4.255800×2×0.7F
＝5.95812=ψ6  则投影解像力的范围及规格为中心≧160lp/mm，ψ6≧100lp/mm，见图 3-7，
同时 CHART 又分为 Sagittal＆Tangential 两个方向，lp/mm 的实际意义如下：  

160lp/mm＝320line/mm，0.003125mm/line，每线条的宽度为 0.003125mm。   
100lp/mm＝200line /mm，0.005mm/line，每线条的宽度为 0.005mm。 

检验标准为可分辨出 3 条线，投影解像力仪的距离为物像距＞50xE.F.L，例如 E.F.L
＝7.509829mm，则 50xE.FL＝75.49145mm，一般建议 600mm~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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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机台架设  
场地：暗房（因为光线会干扰解像力的判断）。 
设备：1.投影解像力仪如图 3-8、 

2. 标准镜头、 3.测试标靶、  4.反射镜、 5.卷尺、  6.白纸、 7.投影 holder。 

 
图 3-8 待测镜头使用投影解像力仪测试解像力 

量测作业步骤 
1. 将待测镜头放入投影 holder。 
2. 旋转焦距调整器，将中心影像调到 清楚。 
3. 检测中心影像是否符合规格，并检测周围影像是否符合规格。 
4. 如中心影像无法符合规格，则判定镜头解像不良。 
5. 如周围影像未符合规格，再次旋转焦距调整器，使影像符合规格，但是中心影像不可

因此偏离规格外，用肉眼鉴别屏幕上条纹的清晰程度，由中心往外层看 S＆T 之解像

力。 
6. 如中心与周围影像无法同时符合规格，也判定镜头解像不良。 
7. 若中心与周围影像同时符合规格，则判定镜头为解像良品。 
8. 镜头解像若为良品，则需看后焦表移动之距离，一般范围在后焦设计值之±0.2mm，在

范围内为良品，否则为后焦不良品。 
 
 
2-6 MTF 检测机 

 
测试镜头空间频率，由光电转换成 MTF 的测量仪。  

2-6.1 光学传递函数(MTF)检测 
       光学组件与系统在许多领域中被广泛使用，在这些使用光学的系统中，光学成像

的好坏对系统整体的质量与可靠性往往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对于所使用的光学系统

或次系统，寻求一符合实际测试条件可定量地(quantitatively)评估其性能的方法益形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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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F(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检测可以提供光学系统整体影像质量或对比度之

定量分析，且拜科技进步之赐，近年来已经发展出可靠方便操作的自动化量测仪器，

以及量测标准的建立。MTF 检测技术已经成为国际公认评估光学组件质量与光学系

统性能的标准。 
 

2-6.2 检测仪器  
1 .仪器原理：光学系统的 MTF 为该待测系统线扩散函数的傅利叶转换，因此量测 

MTF 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 MTF 检测机测量待测系统的线扩散函数，然后计算其傅利叶

转换，即可获得 MTF 曲线。 MTF 检测机是由灯管照明的 CHART 光线经过待侧镜头

成像，置于焦平面的线性 CCD 则用以量测像的强度分布，亦即线扩散函数。  
3. MTF 计算：代表线扩散函数的强度分怖讯号由 CCD 以电子方式扫描后，经由模

拟/数字讯号转换器输入计算机由软件进一步运算处理。 

 
图 3-9MTF 检测系统 

2-6.3 检测实务  
LAT 镜头自动检验机(Lens Automatic Tester)也就是 MTF 检测机较为普遍的一种

类型，如图 3-9，1.镜头自动检验机用来量测扫描仪镜头的检验仪器。2.量测镜头所需的 
data：a.  扫描仪参数如分辨率、扫描物宽。b.物像距（TT）。c.后焦距。d.放大倍率。  

应用实例：      
光电厂要生产分辨率 600dpi 的扫描仪，适用扫描 A4 文件，线性 CCD Pixel size 是 

5.25μ，物像距 250mm。  
光学厂设计并制造出扫描仪镜头，TT＝250mm，M＝0.123826，F/N=6.5。 

 检测程序： 
1. CHART 的选用 a.量测的频率：物面通常使用半频，600dpi/2＝300dpi，  选用 300dpi 

的 CHART ，高频线条 Hi＝0.09mm，低频 Low＝0.36mm，Total＝7.2。b.物宽：

A4（297x210mm）文件，选用 doc＝190mm。 
2. 架 设 机 台 的 输 入 参 数 ： a . standard lp/mm ＝ 1/(Hi*M*2) ，

1/(0.09*0.123826*2)≒44.87lp/mm。b.物宽＝doc＋Total＝197.2mm。c.像宽＝物宽×
放大率＝（doc＋Total）×M＝197.2×0.123826=24.42mm。d.后焦（B.F.L）＝23.69mm。 

3. 测试步骤：a.镜头量测 E.F.L，『详见 3-4 焦距仪』。b.放置正确测试标板（CHART）。 
c.设定物像距（CCD 至 CHART 距离）。d.放置正确治具及镜组。e.校准镜组。 

4. 测试说明：a.  量测的光源:R.G.B or 白光。b.  量测的位置:0(中心),±0.7(field), 
±0.9(field)。c.MTF：R.G.B  的 S&T 方向各十点位置。d.M（放大率）值：实测的 
CCD Pixel  数  ×4μ/像宽。e.I 值：为目前量测的像宽值与标准的像宽值的比值[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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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量测－M 规格*100﹪）]。 
5. 架设时的修正事项：a.TT 方面:若在光学系统中放入折射率 n 为厚度 d 之玻璃，

则光程须再增加(n-1)*d/n，在光学 Layout 图中，常常有一块 3mm 玻璃板，而玻

璃厚度通常只有  1.90mm，故玻璃厚度大约减少  1.10mm，故  TT 减少 
1.1/3=0.363mm。b.B.F.L 修正: B.F.L 为 后一片镜片至成像点的距离即 后镜面至 
CCD 感应面的距离在相关设定有二：b.1：Adapter to CCD：motor  移动到 顶端

后，Adapter 底端 to CCD 感应面的距离，此值随每一台 LAT 机台不同而有不同，

在同一机台中无论测试的镜头为何皆相同。b.2：Lens to   Adapter：Adapter  底
端到 后一片镜面之距离。其值等于镜头 后一 片镜面到 Barrel 底端的距离加上 
Holder 的高度。镜头 后一片镜面 到 Barrel 底端的距离可由 Layout 图中算出。

测试如图 3-10。 

 
图 3-10MTF 测试 

 
3、镜头光学分析 

镜头组装完成，尚需要测试解像力及成像质量的好坏，不同的光学系统应用不同的

镜头，所以也有不同的解像检测方式，依普遍性来讲，目前有下列几种： 
1.数位像机镜头：通常使用投影解像力仪，特殊情况也可用 MTF 机检测。  
2.扫描仪镜头：使用 MTF 机检测。  
3.液晶投影机镜头：使用投影光机检测解像，与数字像机镜头的差别在于投影光源

及 chart 的不同。 
 

3-1 解像力与成像品质 

       光学镜头从设计、制程到组装完成，需经过整个 team 的努力，如果解像力及成像质

量不好的，话，就浪费庞大的人力及物力，所以一般解像不良的镜头可以根据实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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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现象加以归类分析，看看现象是需要变更哪些更关键参数，或许将不良镜头拆掉，即

可重装成良品，或是需另外投料，作为量产时的改进。     

       对于不良镜头的要因分析，其实是光学厂重要的课题，一般称为「trouble shooting」，
除了光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外，当然更需要实务的经验。以下就针对普遍性的解像不良现

象种类、要因分析、以及解决之道，加以研究。 
 

3-1.1 解像力     

解像力就是所谓的空间频率，当解像力无法达到规格的要求，即判定不良，纵使是不良

品，也可从解像看出不同的不良现象。 

1.  不良现象：整面 chart 解像不清晰。 要因分析：可能是镜片装反面，或者装错镜片。 对
策：将镜头拆掉重新组装即可。  

2.  不良现象：半面 chart 解像不清晰，而且有互拉的现象，例如当左边清楚时，右边模糊；

调整焦距，右边清楚时，右边又模糊了，这是明显的倾斜（tilt）现象。 要因分析：镜片、

零件、装配手法、投影治具、投影解像力仪等等都是原因之一。 对策：『详见 4-2 镜头

倾斜』。 

3.  不良现象：中心与外围（0.7or0.9F）解像互拉，例如当中心清楚时，周边模糊；调整焦

距，外围清楚时，中心又模糊了，这就是 filed curvature 现象，也是像差的一种。 要因

分析：Air space、镜片厚度是影响较大的因素 对策：『详见 4-3 场曲像差』。 
 

3-2.2 成像品质      

不同于解像力，成像质量也是镜头另一项重要的检测标准，如、lateral color、flare、dark 
corner、鬼影…等。   

1.  不良现象：畸变像差。 量测方式：利用投影测试解像力时，量测上、下、左、右四条线

的长度，并与中心的十字线做比较。 要因分析：球面透镜的特性。 对策：需从设计上

优化，或是采用非球面镜片。  

2.  不良现象：色差（lateral color）。 量测方式：a.利用投影测试解像力时，使用目测方式，

可以看到 pattern 的白线边会有蓝、红边的线条，不过此种方式只能看出成像质量的色散，

而无法计量。          b. MTF 机不仅可以量测解像力，也有 lateral color 的计量方式。 
要因分析：波长是折射率的函数，也是复合光（白光）的特性。 对策：可以从材质（低

折射率）的选用以及设计上优化。  

3.  不良现象：B.F.L 或是放大率 I 值规格外。 量测方式：a. B.F.L 规格外，DSC 镜头利用

投影测试解像力时，可由后焦量表看是否超出±2mm 规格外。b.放大率 I 值规格外，I 值
是 scanner 必须量测的重要数值，MTF 机可以自动计算 I 值。要因分析：放大率跟 E.F.L 
有相对关系。 对策：『详见 4-4 放大率不良』。  

4.  不良现象：光斑（flare）。 量测方式：数字像机镜头可以利用数字像机用目测或是实拍方

式观察 flare，画面中出现不该有的光晕，即是 flare，影响拍照质量。 要因分析：杂散

光所致。 对策：零件需做消光处理，详见『4-5 光斑与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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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透镜铣磨机使用实验 

 

Lens Curve Generator 
1．铣磨机的概要介绍及技术参数 

1.1 概述 

CG-2.0 型透镜铣磨机是我厂仿韩国 CG-2.0 型铣磨机开发的一种新型铣磨机，它具备

韩国同型设备的所有优点；该型铣磨机的工件轴采用弹夹方式装夹工件，可适用于平面及

球面（凹面和凸面）透镜进行的铣磨加工，加工精度高，工作效率高，稳定性好，噪音低。 

CG-2.0 A 型铣磨机是在 CG-2.0 型的基础上派生而出的， A 型机的工件轴采用真空吸

附的方式装夹工件，解决了薄边透镜在铣磨时难以有效装夹的问题，因此尤其适于对薄边

透镜的铣磨加工； 

上述 CG-2.0 型和 CG-2.0 A 型均可配置倒边机构，对工件进行倒边加工。 

1.2 特点 

  1）可对平面及球面透镜进行加工，加工速度快、效率高； 

  2）CG-2.0 型的工件轴采用增强型弹夹装夹工件。操作手柄的前进和后退，可灵活自如的

控制弹夹自动夹紧和放开工件；（一般来说，弹夹可设计成锥形或台阶形，比较而言，台

阶形弹夹更能保证镜片厚度，从而节省精磨时间）  

  3）CG-2.0A 型的工件轴采用真空吸附装夹工件，尤其适用于薄边透镜的加工； 

  4）倒角装置（可选择）同时加工，可防止玻璃破边，还可提高工作效率； 

  5）制造精良，采用高精度的轴承，使整机加工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6）结构精巧紧凑，操作及维护均十分方便； 

1.3 技术参数 

  1）透镜加工范围                           Φ3-Φ130 mm 

  2）工件轴横向移动范围                     ±60 mm 

  3）工件轴纵向移动范围                     ±75 mm 

  4）加工效率                               1500～2000 面/班 

  5）工件轴转速                             无级变速 

  6）磨头轴转速（两档）                     7500 rpm、10000 rpm 

  7）倒角磨头轴转速                         7000 rpm 

  8）磨头转角                               0-45 度 

  9）工件轴定位外圆                         Φ21（-0.013～0） 

 10）工件轴联接螺纹（外）                   M21×1 

 11）磨头轴定位外圆                         Φ24（-0.02～ -0.005） 

 12）磨头轴联接螺纹（外）                   M20×1.5 

 13）倒角磨头轴定位外圆                     Φ18（-0.011～ 0） 

 14）倒角磨头轴联接螺纹（外）               M16×1.5 

 15）占地面积                               1000×1300 mm 

 16）高                                     14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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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重量                                   650 Kg 

 18）工件轴电机                             120 W，90～1600 rpm 

 19）磨头轴电机                             750 W，2800 rpm 

 20）倒角磨头电机（选择）                   180 W，2800 rpm 

21）水泵电机                             120 W，2800 rpm 

（1） 

2．机床的搬运和安装 

2.1 机床的搬运 

本机床在搬运前，应先将工作液箱上的供液软管和电缆插线从床身上拆下，以免运输

过程中损坏软管及电缆插线；整机在搬运时，用绳索穿过床身上的四个吊环螺钉吊起装运，

起吊时应在绳索与床身接触部位垫上棉纱或木板，以保护床身表面的油漆；在搬运过程中

请注意，机床应牢固可靠的固定在运输工具上，不得倾斜及晃动，不得剧烈颠簸震动，严

禁碰撞，并防止雨水溅湿。 

2.2 机床的安装 

机床应安置在结实平整的地面上，可不用地脚螺栓固定；如安装地面振动较大，还应

在机床与地面间垫上吸振橡胶板。 

机床在安放地安置好后，应进行水平调试，调试好后将底脚垫实；机床是否调好水平

将直接影响加工精度。 

工作液箱放置在机床后面，并将软管及电缆插线与机床可靠连接，注意软管连接处不

得有渗漏，软管亦不得扭曲或弯死，以免供液不畅。 

机床安装好后，应在安放地停置 1～3 天（视具体情况而定），用以干燥机床电器及其

它部位在运输过程中可能沾染的潮气。 

3．铣磨机的组成 

铣磨机的整机系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床身 

支撑和安装铣磨机的控制、传动和机械工作部分。 

  2）调速电机 

将调速电机的动力通过花键传动给工件轴，以驱动工件运转,达到工件轴所需转速。 

  3）工件轴 

用于装夹工件，通过无极调速选择速度转动，其进刀和退刀通过工件轴套的移动完成。 

  4）磨头 

用于安装砂轮，完成对镜片的铣磨工作。 

  5）倒角磨头（可选附件） 

用于对镜片进行倒边工作。 

  6）十字导轨 

横向移动用于铣磨对刀，纵向移动用于对镜片厚度加工的调控；导轨在两个方向上的

移动均用手轮调整。 

  7）转角系统 

用于调整磨头相对于工件的转移角度，以适应加工不同半径的球面；在转动角度前，

应先将磨头座两侧的锁紧手柄松开，同样，转动到位后再将其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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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电气箱 

用于安装各电器元件；本机床的各种电路控制动作即通过其操作面板上的 

各电气控制元件执行。 

  9）供液系统  

用于对铣磨中的工件供给冷却液。  

（2） 

10）真空吸附装置（CG-2.0 A 型） 

提供真空吸力，用以夹紧工件进行加工。 

4．铣磨机的操作使用 

4.1 使用前的准备 

  1）准备 3 相、AC380V、50Hz 的动力电源； 

2）将三相动力电源引入电气箱接线端子,使机床接通电源。注意接线时应按现行的标准连

接，并应可靠接地； 

  3）检查工作液箱的供液软管及电缆插线是否与机床可靠连接，再向工作液箱内注入适量的

工作液；  

4）如需使用倒角机构，将倒角机构的驱动电缆插线连接好； 

5）对于 CG-2.0A 型，应将压缩空气源（≤9.9Kg/mm ）连接好；  

  6）正式使用前请将工件轴、磨头轴、倒角磨头轴端部的防锈油膜清洗干净； 

4.2 机床的调整 

  1）磨头轴的转角调节 

根据工件加工曲率的不同，磨头轴可作 0～45°的转动。调节转角时，先松开磨头座两

侧的紧固手柄，转动至所需角度后，再旋紧紧固手柄。 

磨头轴所需转动的角度值与工件的加工曲率半径及磨削砂轮的尺寸参数有关（参见图

1：透镜铣磨示意图），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R =（ D/2sinα）±r 

D：砂轮中径         r：砂轮刃口曲率半径 

R：工件曲率半径    α：砂轮轴和工件轴夹角（即磨头轴的转动角度） 

＋：用于凸球面      －：用于凹球面 

  

  2）工件轴位置的调整 

工件轴的位置移动由十字导轨实现。 

转动十字导轨上纵向移动手轮（手轮的刻度指示为 0.01mm/格），可调节工件轴的前后

位置。工件加工的厚度即通过工件轴在该方向上位置的移动来控制；工件轴的移动量与工

件厚度的变化量的关系为（参见图 1：铣磨示意图）：       

             △B = ±H/tgα 

△B：工件厚度的变化值     H：工件轴的移动值 

α：砂轮轴和工件轴夹角（即磨头轴的转动角度） 

＋：表示工件轴向远离操作者方向（向前）移动，工件的厚度增加；  

－：表示工件轴向操作者方向（向后）移动，工件的厚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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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动十字导轨上横向移动手轮（手轮的刻度指示为 0.02 mm/格），可调节工件轴的左右

位置。工件的铣磨中心即通过工件轴在该方向上位置的移动来控制的。工件装夹上工件轴

后，扳动工件轴操作手柄推动工件轴向前移动，并启动工件轴运转。横向移动量为： 

              

（3） 

 b = Dcosα/2 

b：横向移动量     D：砂轮中径 

     α：砂轮轴和工件轴夹角（即磨头轴的转动角度） 

 

  3）工件轴和磨头轴的转速调节 

工件轴由一台调速电动机驱动，使用者可根据工件的大小选用不同的转速。变换转速

时，只需旋转电器箱上的“工件轴转速”调速器即可获得所需的转速； 

磨头轴由一台电动机驱动，经一组传动带轮变速后，可实现 7500 转/分和 10000 转/分

的两档转速；小工件的加工一般选用高速，大工件的加工一般选用低速。变换转速时，只

需将传动胶带挂在相应的带轮槽中即可； 

  4）工件轴和磨头轴的等高调整 

工件轴和磨头轴有严格的等高要求，否则将会影响工件的面形精度。 

本机床的等高采用偏心调节法调整，即磨头轴与磨头轴套的回转轴之间设置了 0.5mm

的偏心量，以保证两轴可调至严格等高。 

调整时，首先松开磨头轴套的夹紧螺钉，然后拧动中间的拆卸螺钉将磨头座顶开，转

动磨头轴套直至磨头轴和工件轴等高。调整结束后，必须将相关的紧固螺钉拧紧，以防磨

头轴错位。 

  5）倒角磨头的调整（参见附图三：倒角磨头机构示意图） 

由于倒角磨头对工件的倒边加工是与工件的铣磨同时进行的，因此在使用前必须调整

好倒角磨头的工作位置。 

倒角磨头机构通过联接底座 1 与床身联接固定。其调整如下： 

松开锁紧螺钉 2（两个），拧动中间拆卸螺钉 3 将夹紧套松开，然后转动升降螺母 4，

可调整倒角磨头的高低位置。调整好后应将锁紧螺钉 2 拧紧。 

松开锁紧螺钉 7（两个），拧动中间拆卸螺钉 8 将夹紧套松开，可绕 A 轴转动倒角磨头；

此时若松开锁紧螺钉 6，还可对倒角磨头的高低进行调整。调整好角度（或高低位置）后

应将锁紧螺钉 7（及锁紧螺钉 6）拧紧。 

松开锁紧螺钉 10，转动手轮 9，可前后调节倒角磨头的位置。调整好后应将锁紧螺钉

10 拧紧。 

转角微调螺钉 12 左右各一个，调节时，将锁紧螺钉 10 和锁紧螺母 11 松 

开，旋动微调螺钉 12，可绕 B 轴转动倒角磨头。调整好角度后应将锁紧螺钉 10 和锁紧螺

母 11 拧紧。 

松开锁紧螺钉 13（两个），拧动中间拆卸螺钉 14 将夹紧套松开，即可绕 B 轴转动倒角

磨头，此时亦可沿 B 轴方向前后移动倒角磨头。调整好后应将锁紧螺钉 13 拧紧。 

倒角磨头可通过螺钉 17 实现微调升降，调节时，将锁紧螺钉 15 松开，拧动中间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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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钉 16 将夹紧套松开，然后转动螺钉 17，微调倒角磨头的高低位置。调整好后应将锁紧

螺钉 15 拧紧。 

在进行上述的各项调节时，应注意粗调和微调结合使用，切忌过量调节， 

以免影响整套机构的稳定性，保证各夹紧套能有效锁紧。 

  6）工作时间的设定 

工作时间的设定在操作面板上“加工时间”所指示的定时器上进行；设定时间时，取下

定时器上的罩壳，首先设定时间单位，即按动 右边显示窗的调节揿键，选择所需的时间

单位（该定时器的时间单位有 0.1 秒、1 秒、0.1 分、 

（4） 

1 分、0.1 小时、1 小时、10 小时等），然后再设定加工时间，即按动相应显示窗（个

位、十位、百位、）的调节揿键，将每个位置的数字设定为所需的时间值即可，设定好后，

应将定时器的罩壳重新安装好；注意，每一个显示窗的上、下各有一个揿键，用于对显示

窗内的数值做顺序选择或反向顺序选择； 

此种定时器可设定的有效时间为 0～9990 小时； 

4.3 操作使用 

  1）弹夹的安装与修正  

首先在工件轴的头部装上联接头，然后扳动操作手柄后退工件轴，再旋上弹夹。弹夹

安装好后，为避免因弹夹内孔与工件轴不同心以及台阶面对工件轴的跳动而造成加工精度

低和厚度不均 等现象，应利用机床自修弹夹的上述两个要素面；修正方法如下： 

将磨头轴转至 0°位置，在磨头轴上安装端面铣刀夹头，装入铣刀，然后根据工件直径

及铣刀直径将工件轴相对磨头轴偏移一距离，启动机床铣削弹夹的内孔及台阶面。 

对于 CG-2.0A 型，无上述操作工序，只需将真空吸附接头装上工件轴即可。 

2）工件的装夹与拆卸 

     对于 CG-2.0 型，安装工件时，将工件轴后退并继续向后按压手柄，然后用适当的力将

工件压入弹夹，当工件轴向前移动时即可自动将工件夹紧。加工完毕后，将工件轴后退并

继续向后按压手柄即可取下工件。 

对于 CG-2.0A 型，安装工件时先将工件轴后退到位，此时真空吸力消失，然后手持工

件靠在接头端面，向前移动工件轴约 1/3 行程时真空产生，吸住工件。加工完毕后，将工

件轴后退到位后即可取下工件。 

注意，在按上述过程操作时，切不可过于用力扳动手柄或对手柄造成冲击，否则可能

会使工件的厚度发生变化，影响加工精度。 

3）操作使用 

本机床有两种工作方式，即自动工作方式和手动工作方式。在自动工作方式下，手柄

后退后，工件轴即停止转动；在手动工作方式下，按下操作面板上的工件轴启动按钮后，

工件轴将始终保持转动。 

机床按上述的方法及内容调整好各加工参数及要素，安装好工件并选择好加工方式后

即可进行加工操作了。 

操作运行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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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磨头轴启动后，将一直保持运转，按下磨头停止按钮后方才停止。 

本机床的工件加工时间由工件的铣磨时间和光刀时间组成。其中铣磨时间是砂轮磨削

工件的时间，这一加工过程的特点是大量消耗工件厚度尺寸，形成粗坯；光刀时间是砂轮

修整工件形面的时间，这一加工过程的特点是少量或微量消耗工件厚度尺寸，形成具有一

定形面精度的零件。当光刀时间结束后，机 

（5） 

床上所设置的报警器将启动报警。 

当整套倒角磨头机构不使用时，可将其从机床上拆卸下来。 

5．电气系统 

5.1 电气系统简介 

  1）、使用 3 相、380 V、50 Hz 的动力电源，控制回路电压为 220 V； 

参见附图四、电气原理图 

  2）、设有一个电源总控制开关，执行机床电源的接通与切断； 

  3）、设有一个水泵控制开关，以独立控制水泵的起动和停止； 

  4）、配有安全的 36 V 低压照明电路； 

5.2 电气系统的使用 

  1）、本机床设有一个电气箱，用于安装各电器元件以及连接外部动力电源。 

  2）、用户在引接外部动力电源线时，必须按现行的技术规定可靠接地，以确保安全。 

  3）、在电气箱的正面安装有一块操作面板，本机床的电气控制即通过该操作面板上的各电

气控制元件执行。 

  4）、在工件轴箱内装有一个行程开关，用于自动控制工件轴的起动和停止。 

6．维护与保养 

1）、机床在使用前及每班工作前均应加油润滑一次；加油润滑部位为：各手轮油杯（润滑

滑动轴承）、各导轨面、工件轴箱上两油杯（润滑主轴套及花键）。 

润滑油选用：各导轨面、手轮、主轴套及花键用 20#机械油；减速箱用 120# 

工业齿轮油；磨头、工件轴、倒角磨头处的轴承用锂基润滑脂，每年更换一次。 

  2）、其它运动部位要求定期检修，每月加注一次 40#机油润滑； 

  3）、机床每日使用完毕后，应将机床的工作使用部位擦拭干净，保持工作界面部位的清洁； 

4）、传动部位的三角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如有松弛，应将其重新张紧，以免传力不

够影响正常使用。 

7．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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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有部件发生异常情况，请切勿启动机床运行，并请专人进行维修。 

  2）、时间继电器必须在断电时方可调整。 

  3）、在启动机床前，所有导轨、主轴套筒及手轮油杯应加注润滑油润滑。 

  4）、为保证机床精度，机床的导轨面应保持干净，如果导轨出现卡滞或振动现象，应及时

调整楔铁螺钉。 

5）、更换水箱工作液时，请注意保护水泵不受到撞击，以免损坏。  

6）、在维修电路时，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打开电气箱，并应由专业人员负责进行，以

免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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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圆弧球心型小口径镜片研磨机 

一、概述 

JPT15.4 型研磨机是用来对小球面镜片的加工，精度高，工作平稳，操作简单。 

该机床压力头采用弧摆式运动机构，摆轴中心延长线与主轴中心延长线的交点就是球心点，

通过调节摆架座上的手柄和千分尺，确保机床在使用过程中磨具的球心点与该机床的物理球

心点能互相吻合，使镜片在加工过程中压力稳定，磨削均 ，而且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磨具

接头使用要求。 

JPT15.4 型四轴研磨机主要由机械、电器、气动系统和供液系统等四个部分组成；整机具

有四个互相独立的加工单元，每个加工单元都拥有一套独立主轴机构、压力头机构、传动系

统和操作系统，而气动和供液系统各有四个分路，供每个单元使用。该机型结构紧凑合理，

占用空间小，操作方便，加工精度高、效率高、稳定性好。 

二、主要技术参数 

1、加工直径                   φ1.5~φ30mm 

2、加工曲率半径               R1~R50 

3、主轴数                     4 轴 

4、主轴转速                   ¬0~2800 rpm 

5、主轴摆速                   40 次/分 

6、转动角度范围               30°~0 ~ 30°  

7、 大摆动角度               50°  

8、主轴间距                   220mm 

9、主轴接头螺纹                M16×1 

10、主轴接头定位圆直径        Φ18 

11、主电机（4 台）            180w, 2800rpm 

12、摆动电机（4 台）          25W, 40rpm 

13、水泵电机                    120W 

14、机床外形尺寸             1060×780×1600(长×宽×高) 

15、重量                     约 500Kg 

三、机床的使用 

1．使用前的准备 

1）、准备 3 相、AC380V、50Hz 的动力电源并将机床接通电源； 

2）、将机床接通压缩空气源，调整压力至 5Kg/cm，操纵摆架升降，以确定气路工作是否正常

以及是否漏气； 

3）、注入适量检测用水，启动水泵，以确定水路工作是否正常以及是否漏水； 

4）、启动主轴电机，确定主轴转向是否正确（从上往下看应为逆时针转动）；如转向相反，则

将电动机内的任意两根电源进线互换即可 

5）、启动摆架电机，确定摆架运动是否正常 

2．加工元素的调整和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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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轴转速调整 

主电机通过一级带轮传动驱动主轴转动，并经变频调控后实现无级变速。在操作面板上

设置了一个“主轴调速”的调速旋钮，用以调节主轴速率的大小。顺时针转动调速旋钮，主轴

速度变快，反之则变慢。旋钮上方的显示器可显示出速度变化的参数值 c，根据此参数值 c，

按照公式—1 即可计算出当前主轴的实际转速值。 

主轴速度=C  x  2.8    公式—1 

2）、球心位置设定 

该机床球心位置出厂已设定好，当千分尺处于 20 位置时，准球心高度为 30。 

3）、摆动范围 

调节摆轴后端的电机偏心轮转轴位置即可设定摆动范围，并有刻度显示范围， 大角度

为 50 度。 

4）、摆架位置设定 

调节摆架后端可调紧定把手即可设定摆架位置， 大范围为正负 30 度之间。 

5）、压力头压力调整 

调节面板上的调压阀可调节压力头压力的大小。 

6）、工作时间的设定 

工作时间的设定在操作面板上“工作时间”所指示的定时器上进行。设定时间时，取下定

时器上的罩壳，首先设定时间单位，即按动 右边显示窗的调节揿键，选择所需的时间单位

（该定时器的时间单位有 0.1 秒、1 秒、0.1 分、1 分、0.1 小时、1 小时、10 小时等），然后

再设定加工时间，即按动相应显示窗（个位、十位、百位、）的调节揿键，将每个位置的数字

设定为所需的时间值即可。每个显示窗的上下各有一个揿键，可顺序或反向顺序设定数值。

设定好时间后，将定时器的罩壳重新安装好；此种定时器可设定的有效时间为 0～9990 小时； 

7）、工作液的调节 

本机床设置了一套不锈钢循环供液系统，可确保工作液连续不断的供给。 

按下操作面板上的研磨液“启动”按钮，启动水泵，供液系统开始供给工作液。每根主轴均有

一个万向供液管，且供液量大小可由万向供液管根部的旋阀单独控制。整机如需停止供液，

则按下 “ 停止”按钮即可。 

四、电气系统 

1、电气系统简介 

1）、使用 3 相 AC380V/50 Hz 的动力电源，控制回路电压为 220V（参见电气原理图）； 

2）、操作面板上设有一个电源总控制开关，执行机床电源的接通与切断； 

3）、每一台主电机配备一个变频器控制； 

2、电气系统的使用 

1）、在机床内部设有一个接线端子，用于外部动力电源的接入。 

2）、用户在引接外部动力电源线时，请参考电气接线图，接线时必须按现行的有关技术规定

可靠接地，以确保安全。 

3）、电气系统的功能使用由机床正面操作面板上的各个电器元件操作进行。各电器元件已在

操作面板上注明了其功用。 

（4） 

4）、电气系统中所使用的变频器在出厂时已设定好了各项技术参数，设定项目和设定值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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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五、维护与保养 

1）、机床每日使用完毕后，应将所使用部位擦拭干净，保持水盆内外及摆架压力头部位的清

洁。 

2）、主轴、摆架部位的轴承应每年清洗一次，并加注 3#锂基润滑脂； 

3）、其它运动部位要求定期检修，每月加注一次 40#机油润滑； 

4）、传动部位的皮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如有松弛，应将其重新张紧，以免传力不够影

响正常使用。 

5）、机床如长期不使用，应在主轴及摆架的外露零件表面涂抹防锈油，并将机床用专用防护

罩罩好存放。 

六、注意事项 

1）、机床在不使用时，应将机床的电源关闭； 

2）、时间继电器必须在断电后方可调整； 

3）、机床在使用过程中，禁止随意更改变频器的各项设定！如需调整变频器的使用功能，应

由专业人员根据此变频器的使用手册进行调整，非专业人员切勿操作，以免损坏变频器甚至

机床； 

4）、在维修电路时，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打开电气箱，并由专业人员负责进行，以免发

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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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六轴弧摆抛光机 

1、机床概述 

本型机主要适用于曲率半径 R2 ～ R10 mm 的小球面透镜的抛光加工，其加工原理为准

球心原理，模具始终围绕透镜的曲率中心均 摆动，压力恒定指向曲率中心，保证了透镜的

均 抛光。主轴的控制为左、右各三轴联动控制，速度为无级调速，并具有自动和点动两种

运转方式。压力头采用气动加压，可获得稳定可靠的工作压力。 

本机性能稳定，使用操作简便灵活，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的小球面抛光类光学冷加工

设备。 

 

2、主要技术参数 

序号 项    目 参  数  值 单位 备    注 

1 加工曲率范围 R2～R10 mm  

2 准球心高度 70 mm  

3 主轴数 6   

4 主轴间距 160 mm  

5 主轴联接螺纹 M16×1 mm 内螺纹 

6 主轴定位内孔 Φ18（0～+0.011） mm  

7 主轴转速 450(有效)～3000 rpm 无级调速 

9 摆架摆动次数 40 cpm  

10 摆架摆动幅度 0～50°   

11 摆架摆动范围 左 10°～右 50°   

12 气源气压 大于 5 kg/cm2  

13 大工作气压 4 kg/cm2  

14 加工时间 0～999 min  

15 加热器功率 1 Kw  

16 主轴电机 370w、2800rpm 2 台 三相、220V 

17 摆动电机 120w、1400rpm 2 台 三相、220V 

18 水泵 50L/min、120w 1 台 380V 

19 机床总功率 2.2 Kw  

20 使用电源 三相，380V，50HZ   

21 机床外形尺寸 1370 × 660 × 1460 mm 长×宽×高 

22 机床重量 约 450 kg  

                                                                                         

3．机床的运输和安装 

3.1 运输 

机床进行短距离的移位或搬运时，如路程地面坚实平坦，可直接利用床身底部的四个滚

珠脚轮推行移动，如无推行条件时，则可用叉车托起床身底部进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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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进行长途搬运时，应先将水箱及床身侧面的过滤调压器从机床上拆下并另行装车固

定，以免损坏，然后再用叉车或吊车（架）将机床搬运到运输设备上，并用绳索或钢丝穿过

四个吊环螺钉将机床牢靠的固定在运输设备上，再罩好防雨罩，之后方可运输。搬运及运输

过程中请注意应避免使机床发生晃动、剧烈振动、剧烈颠簸以及不要使机床倾斜 15°以上，以

免对机床造成损坏！ 

3.2 安装 

机床的放置场地应平整坚实，且附近无强烈震动源。 

机床移至放置场地后，请将四个滚珠脚轮内的支撑芯轴降下并调整好均 性，使机床四

角扎实平稳的放置在地面上。 

机床在放置场地安放好后应停放 1～3 天，用以凉干机床在运输过程中可能粘上的潮气。 

3.3 机床整机的确认和检查 

当机床运到用户手中后，首先请按本机床的装箱单逐一核对各种机件及文件是否有缺

失，并检查机床是否有因运输而造成的损坏现象，如有缺失或损坏则请速与本厂联系。 

当机床安置好以后，请对整机进行下列项目的检查确认：  

1）、检查电器箱内所有的电线及电缆线的接头处是否有因运输颠簸而松动或脱落现象； 

2）、检查电器箱内及操作面板上的所有电器元件是否有因运输颠簸而松动或脱落现象； 

3）、检查摆架部分及连杆传动部分的各联接处是否有松动现象； 

4）、检查气路系统是否有震松或漏气现象； 

5）、检查水路系统是否有漏水现象； 

6）、检查水箱是否完好无损；  

如果有上述现象发生或存在其它不良现象，请及时与本厂联系。 

 

4．机床的操作使用 

4.1 使用前的准备 

将机床各工作部位零件上的防锈油膜清洗干净（切勿使用烈性腐蚀性的清洗剂，以免损

伤零部件）； 

将过滤调压器装好并接好气管，将水箱与主机连接好（包括航空插头、进水管及回水管）

并注入适量的工作液； 

准备 3 相、380V、50Hz动力电源和不低于 5Kg/cm2的气源，并将机床接通动力电源（参

见附图四）和气源； 

4.2 试车 

     机床的电源开关位于电器箱左侧面上，试车时请先打开电源开关使机床通电。分别操作

面板上的各个按钮，检查机床是否正常起动运转和停止，水泵是否正常工作。调节操作面板

上的调压阀，检查气路及压力表是否正常工作。 

在试车时请确定主轴的转向是否正确（从上向下看应为逆时针方向旋转），如转向相反，

将电源进线的任意两相换接即可； 

在试车时出现异常情况或不良现象时应立即停车检查，并请及时与本厂联系。 

4.3 操作使用 

1）、主轴（和摆架）的运转与控制 

本机的主轴控制为左、右各三轴联动，分别由一台电动机驱动运转，其转速由变频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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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 450(有效)～3000rpm 的无级变速(低于 500rpm 以下的速度范围建议不要使用)。 

主轴速度的调节由操作面板上的调节旋钮控制，顺时针转动调节旋钮，主轴速度变快，

逆时针转动调节旋钮，主轴速度变慢，调节旋钮上方的显示器所显示出的数值即为主轴的实

际转速值。 

主轴的运转方式有点动运转和定时自动运转两种。点动运转由操作面板上的“主轴点动”

按钮控制。按住此按钮（不得松开），主轴将单独起动运转（此时摆架并不起动运转，而保持

静止状态），放开此按钮，主轴即停止。定时自动运转则由操作面板上的“起动”、“停止”按钮

及“加工时间”继电器共同控制，按下起动按钮，主轴和摆架起动运转，在经过了时间继电器

所设定的时间后，主轴和摆架即自动停止。在定时自动运转过程中如按下停止按钮，则主轴

和摆架立即停止运转。另外，操作者还可将“加工时间”设置为较长的时间状态，再根据所显

示的加工时间量而自由控制加工过程。主轴的停止为瞬时制动式的。 

2）、摆架摆动的调整 

本机床的摆架亦分为左、右各三套联动，并分别由一台减速电机驱动摆动，以保证与主

轴同步运转。 

摆架的摆动幅度为 0～50°可调。摆幅的调整是通过调节 T 型轴在偏心轮上的位置来实现

的。当 T 型轴位于偏心轮的中心位置时，摆架的摆动幅度为 0°，当 T 型轴位于偏心轮的 大

偏移位置时，摆架的摆动幅度为 50°。 

摆架的摆动范围为向左 10°～ 向右 50°。在确定摆架的摆动范围时，先调整好摆架的摆

动幅度，并将摆架调至此摆幅下的 左（或 右）的摆动位置，然后再松开摆动轴后端上的

连板夹紧螺钉，向左（或向右）转动摆轴以使摆架处于所需的位置，调整好后，再将连板夹

紧螺钉锁紧即可。 

使用时请注意，摆架的摆动范围不得超过规定的极限位置，即向左 10°～ 向右 50°的范

围。 

3）、压力头的使用 

本机所配备的压力头为气动压力头，工作压力由气压产生。 

加压气缸安装在压力架上，其活塞杆直接推动压针作用于模具工作。该压力头可产生 0～

4 Kg 的工作压力。工作压力的大小由气缸进气压的大小来控制，操作箱两侧的调压阀即是用

来调整气缸进气压的大小的。顺时针转动调压阀旋钮则气压增大，逆时针转动调压阀旋钮则

气压减小。所调整的气压大小则由调压阀上的压力表所显示。 

对于各种不同的气压所产生的工作压力，可以通过下列公式计算得出： 

N  =  P × 3.1  

N——工作压力值（Kg） 

P——气压值（Kg/cm2） 

3.1——气缸系数（cm2）  

例：当气压调至 0.5 Kg/cm2时，工作压力为： 

 N =0.5 Kg/cm2 × 3.1 cm2 = 1.55 Kg。 

压力头的基板是用两个内六角螺钉固定在摆动轴的端部上的，松开这两个内六角螺钉，

即可以上下移动压力头，重新设定压力头的工作高度，以适应不同工件的加工需要。 

在使用时，压力头端部的压杆应比工作位置再向下多伸出 2～3 mm，以保证压杆能可靠

的对工件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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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时间的设定 

工件所需的加工时间由操作面板上的“加工时间”继电器所设定。设定时间时，先取下时

间继电器上的罩壳，然后再分别选择好所需的时间单位和设定好所需的时间值即可。设定好

所需的加工时间后，应将罩壳重新安装好。 

注意，在设定时间时，应在时间继电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将有可能对继电器造成

损害。 

该时间继电器可有效设定的时间为 0～999 分钟。 

5）、工作液的加热 

本机配有加热装置，可对工作液进行加热及恒温控制。 

加热控制开关设在操作面板中间。需要加热时，将加热旋钮拨至“加热”位，需取消加热

时，将加热旋钮拨至“常温”位。所需的加热温度由加热旋钮左侧的温度控制仪控制。设定该

加热温度时，直接按动温度控制仪上的揿键，调整数码格中的数值，使其等于所需的加热温

度值即可（注意，该设定操作应在加热开关打开之前进行，请尽量避免温度控制仪正在工作

时进行设定操作）。 

6）、工作液的供给 

本机配有一套循环供液系统。每根主轴均单独配有一根喷管，可独立供液，且供液量大

小可调。供液系统的运行由面板上的“水泵启动”和“水泵停止”按钮控制。 

 

5．电气系统 

1）、本机床使用 3 相 380V 动力电源，控制回路电压为 220V（参见附图四）。 

2）、用户在引入外动力电源线接线时（参见附图五），必须按现行的技术规定可靠接地，以

确保安全； 

3）、本机床上设置了一个自动空气开关，用以控制整机的电源；打开此开关，电源接通，

操作面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 

4）、本机床使用了一个变频器，出厂时变频器的各项工作参数已设定好，设定项目和设定

值参见附表二； 

 

6．维护与保养 

1）、每工作 3000～3500 小时后应清洗更换主轴润滑脂（高速锂基润滑脂）； 

2）、每日工作结束后，应将机床的工作使用部位擦拭干净，保持水 

盆内外及摆架压力头部位的清洁； 

3）、机床各运动部位要求定期检修并加注润滑油润滑；  

4）、应定期检查主轴传动带的张紧程度，如有松弛应及时调整；  

5）、电气箱内应保持清洁干燥， 

6）、机床如长期不使用，应在主轴及摆架的外露零件表面涂抹防锈 

油，并将机床用专用防护罩罩好存放；  

 

7．注意事项 

1）、主轴为精密部件，在使用和维修时均不得进行敲击，否则会影响主轴的精度及使用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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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摆架在出厂时已调整好准球芯位置，使用时请勿随意调整，否则会影响已调好的准球

芯位置。 

3）机床在不使用时，应将机床总电源关闭； 

4）、水箱内未加满工作液之前（水箱容积的 80％～90％），不得开机加工，以免因缺少工

作液而影响加工质量； 

5）、机床在使用过程中，禁止随意更改变频器的各项设定！如需调 

整变频器的使用功能，应由专业人员根据此变频器的使用手册进 

行调整，非专业人员切勿操作，以免损坏变频器甚至机床； 

6）、在维修电路时，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才能打开电气箱，并应由 

专人负责进行，以免发生危险。 

8．易损件  

8.1 密封件 

代    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装 配 部 位 

HG4-331-66 L 型橡胶密封圈 d = 48 6 摆轴部分 

GB3452.1-92 0 型橡胶密封圈 42.3×2.65G 6 主轴部分 

 

8.2 三角传动带 

代    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装 配 部 位 

Z-480-505Ld 2 主轴-主轴 
GB1171-96 Z 型三角带 

Z-560-585Ld 4 主电机-主轴 

 

8.3 轴承类 

代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部  位 备   注 

6000 6 连杆机构 原型号 100 

6003 4 张紧机构 原型号 103 

6004 12 摆轴部份 原型号 104 
GB/T276-93 深沟球轴承 

D6004 12 主轴部份 原型号 D104 

SIBJK12C 2 连杆机构  
 关节轴承 

SILBJK12C 2 连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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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光通信无源器件制作实验 

实验五     光纤端面处理耦合及熔接实验 

一、实验目的 
1、掌握光纤头平端面的处理技术。 
2、掌握光纤之间的耦合、调试技术，了解光纤横向和纵向偏差对光纤耦合损耗的影响。 
3、掌握光纤熔接的基本技术。 
 

二、实验内容 
1、光纤端面处理基本操作实验 
2、光纤耦合技术基本操作实验 
3、光纤熔接技术基本操作实验 
4、光功率耗损法对光纤熔接质量测试 
 

三、实验仪器 
1、光纤熔接机                       1 台 
2、光纤切割刀                       1 台 
3、光纤剥皮钳                       1 把 
4、裸光纤                           1 米 
5、裸纤适配器                       2 个 
6、1310/1550 稳定光源               1 个 
7、光功率计                         1 个 
8、单模光跳线                       1 根 
 

四、实验原理 
光纤端面的处理是一项基本技术，其形式有两种：平面光纤头和微透镜光纤头。前者多

用于各种光无源器件与光纤之间的接续。后者主要用于光纤与光源、光探测器之间的耦合。

光纤端面处理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接续后的光纤损耗和光纤与光源或光探测器的耦合效

率。因此这项实验是其他后续实验的基础，直接影响到后续其他实验的实验效果。 

 
 

图 1  光纤截面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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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端面处理的基本步骤为：1）光纤涂覆层的剥除；2）光纤头的制备；3）光纤头的

检验 
 
1、涂覆层的剥除 

一般光纤的结构是由三层组成，即：纤芯、包层、涂覆层和套塑层。真正的光传输介质

是纤芯层和包层，涂覆层和套塑层只是起保护作用。因此在制备光纤头之前，需要剥除光纤

的套塑层和涂覆层，使光纤的包层裸露出来。 
剥除方法一种是用刀片切削。使光纤头与刀口之间成一个小的角度。用左手拇指将光纤头压

在刀口上，右手拉动光纤即可剥除套塑层。但是这种方法要求有一定的技巧，不能用力过猛，

将包层和纤芯损伤。 
另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将光纤头在塑料溶剂中浸泡几分钟，然后用脱脂棉擦除套塑层。

预涂覆层也可以类似剥除。但必须用脱脂棉蘸乙醇－乙醚的混合溶液将光纤头清洗干净。另

外，现在也有专用的剥除工具。 
 
2、光纤头的制备 

对于平面光纤头的基本要求是，光纤端面应该是一个平整的镜面而且必须与光纤的纤轴

垂直。对于石英材质的光纤，制备平面光纤头常用的方法有：加热法、切割法和研磨法。 
“加热法”是一种原始但是简单的方法，适合于直径 100μm 以上的粗光纤。将已剥除涂覆层的

光纤头在热源上均 加热，然后迅即用镊子夹持弯曲折断即可。此种方法是利用光纤受局部

加热产生的应力突变会使其沿径向解理，但是成功率比较低。需要一定经验才可制备较好的

光纤头。 
“切割法”是一种现在普遍使用而且方便的方法。使用钻石或金刚石的特殊材质制成的光纤

切割刀在已处理过的光纤头侧面垂直于纤轴划出一道小口，然后加弯曲应力拉动光纤使其沿

切口断面折断。 
由于“加热法”和“切割法”处理的不能保证与光纤端面纤轴垂直。“研磨法”则是一种更为

紧密的光纤端面制备技术，其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使光纤端面更接近于理想镜面。一般光

纤端面与光纤纤轴的倾斜角度在几十秒以下。但是此种方法难度较高，设涉及到极为复杂的

光学加工技术。 
 
3、光纤头质量的检验 

光纤微透镜质量的好坏可依据其与 LD 耦合时的损耗来判定。 
检验平面光纤端面的 好办法就是向光纤注入 He-Ne 光，观察由光纤输出的光斑质量。一个

好的光纤端面其输出光斑应该是圆对称的，边缘清晰且与光纤轴线方向垂直。如果光纤端面

质量不高，则光斑就会发生散射或倾斜。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采用更精密的检测方法。用

高倍率显微镜进行检验。首先正面观察光纤端面，应该是均 、无裂痕、圆周轮廓清晰。然

后侧面观察光纤，其端部边缘应齐整、无凹陷或尖辟，且边缘与光纤轴线垂直。 
 
4、光纤的连接 

光纤的连接质量，损耗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光传输的性能。光纤的连接方式有固定连接和

活动连接两种方式。光纤的固定连接按照标准，多模光纤的接续损耗应小于 0.1-0.2dB，单模

光纤的接续损耗应小于 0.05-0.1dB。在光纤的固定连接中造成连接损耗的原因有： 
 
 
（1）两光纤的纤轴错位； 
 
（2）两光纤的芯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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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光纤的数值孔径不同； 
（4）两光纤因折射率不同造成的场分布差异； 
（5）两光纤角向位移； 
 
（6）两光纤包层与纤芯不同造成的纤芯轴错位。 

光纤的连接有两种方法：V 型槽法和电弧熔接。V 型槽法连接质量不高，现在一般采用

光纤熔接机接续，接续方法在实验步骤中介绍。 
 
5、光纤熔接质量测试 

用光功率计直接测试 LD 激光二极管输出的光功率，记为 ；再将 LD 激光二极管的输

出端通过熔接好的光纤接到光功率计上，测得此时得光功率值记为 ， 后根据公式计算焊

点损耗：

1P

2P

 PP 12 /log10
 

 
五、注意事项 
1、实验操作之前，请详细阅读光纤熔接机使用说明书； 
2、学生进实验操作进，请严格按照实验指导老师的要求进行操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3、注意节约使用裸光纤。 
 
六、实验操作 
1、光纤端面处理基本操作实验 
光纤端面处理，按下列步骤处理光纤及待焊接光纤端面： 
（1）从光跳线的中间剪断光纤； 
（2）用刀片剥除光纤套塑层和预涂覆层，使光纤包层裸露 20-30cm 长； 
（3）用脱脂棉蘸乙醇/乙醚混合溶液清洗光纤头； 
（4）用光纤切割刀在距光纤端面 5cm 处刻一小口； 
（5）施加拉力使光纤端面折断形成镜面； 
（6）在显微镜下检验光纤端面。 
注：由于本实验还提供了一段裸光纤，所以可直接剪一段裸光纤用光纤剥皮钳除掉涂敷层再

进行切割以得到端面垂直的光纤，具体步骤如下： 
（7）剪一段裸光纤，长约 60cm，将两端的涂敷层除掉，并保证除掉涂敷层的光纤长约 10cm
左右； 
（8）用酒精泵瓶中的无水酒精清洗光纤头； 
（9）用光纤切割刀将两光纤端面切割整齐； 
（10）在熔接机显微镜下检验光纤端面。 
 
2、光纤耦合技术基本操作实验 
（1）将光纤需耦合的端面进行实验操作 1 的光纤端面处理； 
（2）压住裸纤适配器的按钮，缓慢插入端面处理好的裸光纤。 
 
3、光纤熔接技术基本操作实验 
详细阅读光纤熔接机的操作手册，光纤熔接时，将经过端面处理后的裸光纤放入光纤熔接机

内进行熔接，工作方式设置成手动或自动均可以； 
（1）开机检查 
按“Clean”键，观察图像显示屏，判断放电是否正常， 
以及打火点位置（电弧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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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式选择：SM、MM 及自选模式。 
 
 
 
 
 

符号 I T D IP TP C 

参数 
熔 接 电

流 
熔 接 时

间 
推 进 距

离 
预 熔 电

流 
预 熔 时

间 
锥 形 熔

接参数 

       

 
4、光功率耗损法对光纤熔接质量测试 
光纤熔接质量测试。光纤熔接完成后，若光纤熔接机没有测试连接损耗的功能，则还需要用

其它方式测试其连接损耗，以确定熔接的质量。其测试的原理框图如下所示： 

 
 图 2 带 FC 型接口光跳线连接损耗测试方框图

 
 

用光功率计直接测试 LD 激光二极管输出的光功率，记为 ；再将 LD 激光二极管的输

出端通过熔接好的光纤接到光功率计上，测得此时得光功率值记为 ， 后根据公式计算焊

点损耗： 

1P

2P

 PP 12 /log10
 

 
七、思考题 
1、光纤的纵向与横向偏差哪种对光纤耦合效率的影响大？结合实验谈谈感性认识，并作理论

解释。 
2、就本实验而言，以上测得的焊点损耗是否就是焊点的实际耗损？ 

图 3 裸光纤连接损耗测试方框图 

稳定光源 光功率计
FC型

裸纤适配器
FC型

裸纤适配器

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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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光纤跳线制作实验 

一、概要 

光纤是光通信中 基本及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份,光纤一词是光导纤维的简称。光纤的主

要材料是石英玻璃,所以事实上光纤是一种比人的头发稍粗的玻璃丝。一般通信光纤是由纤芯

和包层两部份组成而外径为 125um至 140um。在讨论光纤端面研磨中,不可不提光纤的损耗。

在光信号通过光纤端面传送中,由于折射或某一些原因,会使光能量衰减了一部份,这就是光

纤的传输损耗。所以光纤端面研磨的效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而成熟的研磨工艺及优良的研

磨系统设备是达到优质研磨效果不可或缺的因素。以下本文将以研磨优质光纤连接器端面作

为讨论的重心。而本文主旨主要在于分享我们在光纤连接器端面研磨方面的实际经验,而不在

于艰涩的理论性的探讨。 

 

二、 生产简介 

    在光纤跳线生产工艺中,主要可分为三部份。1、光缆与连接器散件的组装;2、端面研磨

3、检查及测试。而其中以研磨及测试部份对生产优质光纤端面的影响 大。故厂商往往都非

常重视这部份的运作。而本文亦会集中讨论这部份的工艺。 

生产光纤跳线,要达到 佳效果,其中包括了 8个要素: 

1、使用正确的工具及组装程序; 

2、使用高质素的光纤连接器散件; 

3、稳定的研磨机器; 

4、优质的研磨砂纸; 

5、正确的操作程序; 

6、精确及可靠的测试仪器; 

7、有责任感与富有经验的操作员; 

8、整洁及无尘的工作环境。 

 

   生产优质光纤跳线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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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使用正确的工具及组装程序--所有的组装程序都必须采用合适的工具, 如脱皮钳,

烘炉,针筒及胶水……等等，需要选择专为生产光纤跳线而设计的产品,故千万不能随便使用

一般性的工具。另外,熟练而正确的组装方法,也是不能忽略的一点。 

     2、使用高质素的光纤连接器散件--高素质的连接器散件也能间接使问题减少，从而更

易达到优质的研磨效果。 

     3、稳定的研磨机--研磨机(Polishing Machine)可说是生产光纤跳线的核心部份,在生

产过程中相当大比例的品质问题,都间接或直接与研磨机的稳定性有关。可见研磨机在光纤跳

线中的重要性,本文在“研磨机”一节中会作更详细的探讨。 

     4、优质的研磨纱纸--研磨片的使用则更直接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若能透彻地了解研磨

材料的性质与操作方法，找出 适合的配套方案，对于研磨效果及成本控制有很大的帮助，

在“研磨片”一节，本文会对此要素作更深入的叙述。 

     5、正确的操作程序--除了材料与机器的配套外,还必须依循正确的操作程序与时间的操

控, 产品才能获得稳定的质量。 

     6、精确及稳定的测试仪器 --随着科技的进步, 回损、插损及干涉仪等测试仪器的应用

更为普遍,可说是光纤跳线生产线上不可缺少的,故其精确度便显得更重要了。详细的运用会

在“测试仪器的重要性”一节中作出进一步讨论。 

     7、有责任感与富有经验的操作员--再优良的仪器工具也需要有熟练的操作员配合才能

保证产品的质量,所以挑选及训练员工,也是生产优质光纤跳线不可忽视的一环。 

     8、整洁及无尘的环境--尘埃对光的传输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生产光纤跳线的过程中,对

环境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现在已有很多生产商都采用了无尘车间,而事实上这也是生产光纤跳

线不可避免的趋势。 

     何为优质的陶瓷芯端面呢?在国际上,一般都是以IEC的建议数据为基准,然后再根据自

身的要求做一些调整以设定制造商对陶瓷芯研磨出的效果之要求标准。例如球面纤心高度应

在-50至 50nm的范围,而偏心 大不超过50um等,附表一的数值为一般市场上认可的PC类纤芯

格式的标准, 谨供参考。 

 

研磨机 

    研磨机是研磨系统中 重要的一部份,而在选择研磨机时,首先必须考虑它的运转及加压

方式。 现今在市场上使用的研磨机其运转原理一般可分成--齿轮带动（RB-12C,RB-550C）,

皮带带动(RB-12B)等。利用齿轮直接带动运转的,一般马力较强,而稳定性较高。皮带带动的,

则一般马力较小,而其转速在高压环境下容易发生变化,另外皮带的胶质随时间老化后也很容

易出现问题。 

而在加压方面,市场上的研磨机有单点中心加压,一般采用重力锤加压方式。 

（1）单点式中心加压(RB-12B RB-12C),如在理想的环境下运作,的确可以得到良好的效

果,但其如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变化,例如每盘研磨端面的件数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研磨的过程中,当一盘陶瓷芯中有一部份达不到技术指标的时候，重磨是不可避免的情况,

当一盘陶瓷芯中有一部分要重磨的时候，单点加压的机种,因为磨盘安装瓷芯的件数受到限

制，故在研磨过程中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及不便。而陶瓷管长度不一的问题亦会使用单点中

心加压式研磨机打磨的端面容易产生偏心，所以要使用等高器。 

   （2）四角平台式加压(RB-550C),则由磨盘及垫片之距离调整压力,所以其压力较大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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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研磨端面件数的多少,基本上不会影响其稳定性及效果。另外制造研磨盘的材料与设计

也是很重要的,陶瓷芯安装在研磨盘上，凸出的部份应为 0.8mm 如果凸出的部份太长，研磨

时因受压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影响效果。而材料方面，使用纯刚制造的磨盘才能达到耐用、

耐磨的要求。  

    除此之外,选择研磨机时亦要留意其适应性,稳定性,耐用性等。并要考虑其是否适合长时

间运作及维修是否简单。现今市场上，深圳荣邦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的RB-550C研磨机是其中一

种能具备以上要求的平台式加压研磨机。 

 

研磨片 

    在整个研磨过程中, 能考验研磨工艺的要算是研磨片的使用。因为不论是研磨机的速

度,压力,水或是研磨液,都会使研磨片所发挥的效果不一样。所以在选用研磨片时,必须配合

各项因素作全盘性的考量,然后采用一个 合适的研磨方案。生产商往往缺少专业的技术意见,

而要花很多的时间与成本去找出一个 合适的研磨方案。所以如果供货商能够供应整套完整

的研磨设备并提供研磨方案,对于光纤跳线生产商来说,是 节省成本的方法。在市场上,研磨

一个陶瓷芯的平均成本,基于生产者对于研磨方案的掌握程度不一,而差距很大,可以从 0.2

元人民币至 3元人民币不等。例如以我们的研究所得，以荣邦通讯的研磨机配合MIPOX的研磨

方案，其研磨每一陶瓷芯的平均研磨成本可低至 1～3角钱人民币，可见研磨片的指数及研磨

方案是否正确对生产光纤跳线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 

    谈到研磨的质量,有几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A) 砂粒大小不均－－如果研磨砂纸上的砂

粒大小不平均,即有些砂粒较凸出,这种情况会很容易造成端面划痕。B) 切削速度不一－－如

果研磨片设计有问题,使打磨后的剩余物不能清除而把砂面的空隙设计填满, 这种情况容易

造成同一盘的端面切削的速度不平均,同样容易出现划痕。C) 砂纸之寿命不稳定－－同样基

于以上的品质问题, 会造成每片砂纸的可使用次数不稳定, 也使对于优质研磨方案的操控更

加困难。另外研磨片本身的厚度是否均 及其对不同研磨机的运转速度的适应性如何,因这些

因素亦同样会影响 终的研磨效果。 

    测试仪器在这个日益要求产品质量的市场, 能够保证品质的测试仪器在光纤跳线生产中

更显重要。一般在测试中,较着重于几个项目中,其中括研磨后陶瓷芯的回损(Return Loss)

及插损(Insertion Loss) &lt;可用回损仪测试，例如RB-3.1 插回损测试仪。另外还有陶瓷

芯光纤面的高度(Fiber Height)与偏芯;可用干涉仪测试, 例如RB-GS2008 。 

一部优良的测试仪器其稳定性－－即能适合长时间工作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配合讲求效率

的跳线生产线。另外优良的测试仪亦必须使用及操控容易并且也要能容易地监察到仪器本身

的状况,这样一般的操作人员才能有效地使用这些仪器。 

    现在市场上的测试仪器如干涉仪往往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测度的范围太小。测试范围大

一些的干涉仪,其测试的效果及品质也较为精确。另外干涉仪更必须能用二维及三维的方式测

试,才能更准确及广泛地观察到陶瓷芯研磨后的效果,是否能达标。干涉仪在要求其敏感度高

的同时,亦必须有好的可靠性及重复性, 即同一个端面用同一部干涉仪反复测试,其数值必须

一样。 另外,测试软件是干涉仪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份, 在市场上,对产品品质的要求会不断地

提升,所以测试软件也必须容易升级,以保证干涉仪能配合 新的品质要求。干涉仪的使用往

往是配合客户的要求, 所以所选用的仪器是否被国际市场广泛接受也是很重要的,如能提供

一份完整的测试报告,则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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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四角加压研磨机(高配) 

序号 型号、名称、规格 数量 单位 合计 

1 四角加压研磨机 RB-550C 4 台  

2 FC/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3 SC/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4 LC/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5 ST/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6 FC/A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7 SC/APC 一体化夹具 4 付  

8 胶水脱泡机 1 台  

9 立式双控固化炉 RB-100C 3 台 

 卧式固化炉 RB-100A 2 台 

可选一种 

10 注胶机(配 256 头注胶盘) 1 台  

11 手动插芯压接机 1 台  

12 气动立式压接机 RB-YJ1000 1 台  

13 端面检测仪 RB-400 2 台  

14 超声波清洗机 RB-1990R 1 台  

15 插回损测试仪 RB-3.1 1 台  

16 全自动裁缆机 RB-450X 1 台  

17 353ND 1 组  

18 研磨砂纸 9u、3u、1u、ADS 50 套  

19 光纤涂层剥离钳 3 把  

20 纺纶剪 3 把  

高配：人员配置 15 人 左右 8 小时平均产量 1000 条 跳线 场地要求 150 平方低配：人

员配置 12 人 左右 8 小时平均产量 1000 条 跳线 场地要求 150 平方 

 

设备配置中心加压研磨机(高配) 

序号 型号、名称、规格 数量 单位 合计 

1 中心加压研磨机 rb-12c 4 台 

 中心加压研磨机 rb-12b 4 台 

每台送插芯

夹具 2个 

可选一款 

2 FC/PC 一体化夹具 1 付  

3 SC/PC 一体化夹具 1 付  

4 LC/PC 一体化夹具 1 付  

6 FC/APC 一体化夹具 1 付  

7 SC/APC 一体化夹具 1 付  

8 胶水脱泡机 1 台  

9 立式双控固化炉 RB-100C 3 台 可选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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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式固化炉 RB-100A 2 台 

10 注胶机(配 256 头注胶盘) 1 台  

11 手动插芯压接机 1 台  

12 气动立式压接机 RB-YJ1000 1 台  

13 端面检测仪 RB-400 2 台  

14 超声波清洗机 RB-1990R 1 台  

15 插回损测试仪 RB-3.1 1 台  

16 全自动裁缆机 RB-450X 1 台  

17 353ND 1 组  

18 研磨砂纸 9u、3u、1u、ADS 50 套  

19 光纤涂层剥离钳 3 把  

20 纺纶剪 3 把  

 

高配 人员配置 15 人 左右 8 小时平均产量 750 条 跳线 场地要求 150 平方 

低配 人员配置 12 人 左右 8 小时平均产量 1000 条 跳线 场地要求 150 平方 

 

主要设备特点及技术参数 

一、四角加压研磨机 

 
1．  兼容性强 

设备在开发设计阶段已充分考虑了国内企业设备使用的现状，其消耗品（研磨胶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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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夹具采用目前国内使用 为广泛的 127mm 和四角定位，加压工作方式。夹具可与其它厂家

的设备互换，且不需要做任何调整。 

2．适用范围广 

设备体积小，不需配备任何外置设备，占地少，生产量稳定。只要根据需要更换夹具，

就可以后产不同类型的连接器，适合于定单生产和科研试制。本机可以生产的连接器类型有： 

FC／PC  FC／APC  SC／PC  SC／APC  ST／PC  ST／APC  LC／MU  MT-RJ  MPO  MPX  MTP  

BD。特殊情况，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定制特种连接器夹具。本设备不仅可用于陶瓷芯连接器

生产，同样可用于能量耦合光纤头及连接器的生产。 

3．操作简单、方便 

简化生产工艺，提高工作效率。夹具清洁、更换方便快捷。 

4．设备维护简单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只需避免将研磨膏和清洗夹具的残液弄到研磨平台上。 

5．可以同时进行 20 头研磨，非常适用于批量生产的机型，研磨夹具采用 4 角加压，由弹性

垫的压入量决定研磨压力，操作简单，产品加工精度高而且一致性非常好。 

6．可生产出符合 IEC 标准的几何端面。 

7．采用行星轨迹研磨方式。  

8．高效快速处理各种类型的连接器。 

9．电机、开关、均采用进口产品，品质保证。 

 

（1） 研磨底盘外径：150mm  内径 127mm 

（2） 机器净重： 28kg  

（3）机器尺寸：225Lx225Wx285H  

（4） 研磨时间设定：99 分 99 秒 (Max.)  

（5）公转可无级调速，调速范围为 15——180rpm，可满足不同研磨工艺的要求 

（6）.研磨定盘平面在公转速度为 100rpm 时的跳动小于 0.015mm 

 

二、中心加压研磨机主要技术参数  

1.独立的自转和公转复合运动，保证研磨品质的均 性和一致性。  

公转可无级调速，调速范围为 15——220rpm，可满足不同研磨工艺的要求  

2.中心加压式设计，并可根据加工要求任意设定研磨时间  

3.研磨定盘平面在公转速度为 100rpm 时的跳动小于 0.015mm。  

4.自动记录研磨次数，可指导操作者根据研磨纸使用次数调整研磨时间  

5.加压、卸载及更换夹具研磨片方便快捷  

6.加工质量稳定，返修率低  

7.生产效率高（可数台并列组成生产线）  

8.以水为研磨液，节省生产成本  

9.依客户要求增加或取消正反转功能  

10.高分子防水材料运用，确保电器和机箱密封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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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公转转速数字显示，以便进行研磨品质控制 

(1) 研磨底盘外径：130mm 内径 110mm 

(2) 机器净重： 20kg  

(3) 机器尺寸：450Lx240Wx450H  

(4) 研磨时间设定：99 分 99 秒 (Max.)  

（5）公转可无级调速，调速范围为 15——180rpm，可满足不同研磨工艺的要求 

（6）.研磨定盘平面在公转速度为 100rpm 时的跳动小于 0.015mm 

 

三、立式固化炉（双控）主要技术参数 

1 、  RB-100 光纤固化炉是用来加热固化各种光纤连接器（尾纤；跳线）头，包括 FC、SC、

LC、MU、MT、ST，MPO 等光纤连接器 ，适用于加工组装后固化的光纤连接器 

2、  可同时加热固化 56 个光纤接头 

3、  采用精密温控系统，可调温度 0～160℃，温控精度可达±1℃ 

4、  带有时间控制及加热指示，自动控温 

5、  固化工装可更换，操作简单，适用于各种接头的环氧树脂的固化，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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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根据客户需要，订制不同芯数及规格的固化工装加热板 

 

 

四、气动尾柄压接机技术参数 

光纤压接机(气动压接机) 特点 

◆ 用于连接器装配及陶瓷插芯金属尾座及其他产品的压接装配 

◆ 使用气压不小于 0.6～0.9Mpa， 大压力为 300kgf 

◆ 通过更换压接工装，可适应不同的零件装配及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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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可调整，适应不同产品 

◆ 操作简单、可靠，加工效率高 

◆ 加工质量稳定 

◆ 维护、保养简单方便 

◆ 可提供连接器压接模、适配器及金属尾座压接模 

◆ 可根据客户需要，订制不同的压接工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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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纤端面检测仪 

 

特点 

1、RB-400 型光纤端面检测仪配有高稳定图像监控器（显示屏 10 吋） 

2、是专门用来检测光纤连接器端面研磨质量、清洁度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缺陷的光学检

测仪器。 

3、可检测普通单模（SM）光纤连接器、多模（MM）光纤连接器、保偏（PM）光纤连接器和其

他特种光纤连接器。 

4、可检测的连接器接头型式包括：FC/PC、FC/APC、SC/PC、SC/APC、ST/APC、LC、MU、MT-RJ、

BD 等。 

5、仪器高度清晰，放大倍数可达 400 倍 

参数 

1、工作电压 220V 5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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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配器  2.5MM 1.25MM 

3、放大倍数 400 倍 

4、可检测的连接器接头型式包括：FC/PC、FC/APC、SC/PC、SC/APC、ST/APC、LC 等。 

 

六 、插回损测试仪 

 

光回波损耗测试 

工作波长 1310/1550nm 

测试范围 0 ~ 73 dB 

校准波长 1310/1550nm 

测试精度 0.25dB 

输出稳定性 0.05dB/小时 ( @ 25℃) 

光接口 FC/APC 

光插入损耗测试 

校准波长 850/980/1310/1490/1550nm 

测试范围 +3 ~ -70 dBm 

测试精度 0.25dB 

显示分辨率 对数：0.01dB；线性：0.01nw/μW/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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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模式 线形和非线性 

光接口 活动接口＋FC/SC/ST/通用φ2.5mm 适配器＋LCφ1.25mm 适配器 

整机指标 

电源 AC 85-264V,50/60Hz 

工作温度 -10℃～+60℃ 

工作湿度 ≤85%RH 

储存温度 -20~+70℃ 

外观尺寸 23.0×26.0×11.7cm 

 

七、超声波清洗机技术参数： 

 
1、超声波功率：200W 

2、超声波频率：40KHz OR 25KHz 

3、定时方式：自动 

4、内槽尺寸：300*240*150（L*W*H）mm 

5、外形尺寸：330*270*310（L*W*H）mm 

6、内槽容量: 9000 ml 

 

八、全自动裁缆机  

http://www.jd1618.com/offerlist/1666-1.html
http://www.jd1618.com/offerlist/12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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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450X 机特点： 

   Rb-450x 全自动裁机是一种专业为光纤跳线生产而设计的一种专用加工设备，它有自动计

长，盘缆，切断,自动保护光纤的功能。长度设定灵活，盘缆大小可调节，送缆速度快（可调

速）,带喷码设定等优点。 

  

技术参数：  

*     中英文人机界面操作 

*     裁缆长度：Laxm≤999 米 

*     裁缆规格：ø0.9- ø 6mm(单双芯光缆) 

*     送缆速度：1.6M/S 

*     长度误差 mm：Laxm≤3‰  

*    电源功率：450W  220Vac/50Hz  

*     组合总尺寸（米）：(长*宽*高 )2* 0.5*1.2 

*     气源气压：0.4--0.6MPA    

光纤连接器技术参数 

标准规格： 

  单位 PC APC UPC 

插芯材料  陶瓷 

光谱带宽 nm 60 

插入损耗 dB <0.2 <0.2 <0.2 

回波损耗 dB >45 >60 >50 

中心波长 nm 1310/1550 

光纤类型  单模光纤(9/125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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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次连续的重复性 dB  Δ0.2 

抗拉力 N 8 

工作温度 ºC -20 ~+60 

存储温度 ºC -40 ~+85 

不包装时可承受的湿度 %RH 90 

机械特性     

互换性  dB ＜0.1  

振动  dB ＜0.1（5～50Hz、1.5mm） 

抗拉强度  dB ＜0.1（0～15Kg 拉力） 

环境特性     

高温  dB ＜0.2（+85℃连续 50 小时）  

低温  dB ＜0.2（-40℃连续 50 小时）  

温度循环  dB ＜0.2（-40℃～85℃、5循环）  

湿度  dB ＜0.2（-25℃～65℃、93%）  

常见的光纤连接器及检测参数 

  光纤连接器的种类很多。就连接方式来分, 有 FC,SC,MU,LC 等，就端面研磨形态来分,

有 PC(Physical Contact，端面为球面) 连接器及 APC(Angled Physical Contact，端面为倾

斜的球面) 连接器等。就连接器的插芯直径来分，有2.5mm的(如FC型连接器及SC型连接器)，

也有 1.25mm 的(如 MU 型连接器及 LC 型连接器)等。就连接器的材料来分有:氧化镐陶瓷材

料,SUS 材料,玻璃材料,塑料材料，金属材料等。但对于检测仪器来说，一般仅分为 PC 及 APC

两种。 

  为了保证光纤连接器的品质和互换性以及光通信的质量, 国际标准机构对光纤连接器的

各项技术指标制定了 IEC 国际标准 。要求各生产商对所生产的光纤连接器进行严格检查。目

前，少数厂家只进行抽样检查，要求高的产品一般要求全数检查。 

  根据 IEC 国际标准,一般对 PC 型的光纤连接器主要进行以下几个项目的检查: 

  *球面半径 R(Radius of Curvature): 一般光纤连接器的端面被研磨成球面, 球面半径 R

的大小必须在 IEC 国际标准规定的范围以内。 

  *光纤高度 H(Fiber Height): 由于光纤和插芯的材料不同,硬度也不同，所以研磨时的

消耗量也不同，从而光纤和插芯间会有高度差，这个高度差就是光纤高度。光纤高度必须满

足 IEC 国际标准的要求。必须指出的是，根据 IEC 国际标准，光纤高度比插芯端面低，也就

是连接器端面为凹时的光纤高度符号为正。这与有些厂家测量仪器的定义不同。 

  *球面顶点偏心 L(Apex offset): 光纤连接器一般以连接器的插芯的中心为基准。但是,

在研磨光纤连接器时,得到的球面的顶点不一定在连接器插芯的中心。从而产生球面顶点偏心

误差。球面顶点偏心 L也必须满足 IEC 国际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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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APC型的光纤连接器,除要进行以上PC型的光纤连接器的3个项目的检查外,还要检查 

  *APC 角度(APC Angle,一般以 8度为标准): APC 角度又称为研磨面傾斜角度，在 IEC 国

际标准中定义为在光纤连接器的插芯的中心轴上，并且与先端球面相切的平面和与插芯的中

心轴垂直的平面之间的夹角。 

  *定位键角度(Key Error): 定位键角度为连接器的定位键位置和研磨面傾斜方向之间的

角度，在 IEC 国际标准中定义为通过傾斜研磨光纤连接器的插芯的中心轴和定位键的中心轴

的平面 A，以及在插芯的中心轴上，并且与先端球面相切的平面垂直的平面 B之间的夹角。

APC 光纤连接器的定位键角度的定义示于图 2中。 

   

  图 1. PC 和 APC 光纤连接器的主要检查项目 

  

 

  图 2. APC 光纤连接器的定位键角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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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端面表面粗糙度,划痕,灰尘,油污等检测项目。不过,因为现代加工技术和过程

能够保证这些指标满足 IEC 的要求。也可不进行这些项目的检查。图 1. 是 PC 和 APC 光纤连

接器的检查项目的示意图。表 1列出了常见的光纤连接器的检查项目及 IEC 标准。 

  光纤连接器的检测技术 

  (1)干涉仪及干涉条纹的解析 

  评价光纤连接器端面的球面半径和光纤高度，首先必须测量连接器端面的形状。干涉仪

具有测量精度高，速度快，成本低等优点，是测量表面形状的一个有效手段。图 3.是光纤连

接器端面检测干涉仪的系统概要。由光源射出的光线经半透镜反射到米罗干涉物镜后，光线

聚焦于被检测光纤连接器的端面，经端面反射后与米罗干涉物镜的反射面反射的光线一同透

过半透镜，成像于CCD摄像头。这时在CCD摄像头上可以观察到干涉条纹。CCD摄像头测得的图

像经图像卡传送到计算机进行解析处理。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测量结果。由计算机经过

控制卡及控制回路控制的PZT(压电陶瓷元件)用于移动米罗干涉物镜以产生位相移动。 

  解析干涉条纹可以应用傅立叶变换法 ， ， ,也可以应用位相移动法 ， 。傅立叶变换

法具有简单，快速，低成本等优点，但精度较低，一般用于简易型测量仪。对于光纤连接器

端面形状的测量，一般采用解析精度较高的位相移动法。下面以较为多用的 5步法为例介绍

位相移动法的原理。 

  控制 PZT 移动米罗干涉物镜以产生 5步位相移动，每移动一步后由 CCD 摄像头读取干涉

条纹，干涉条纹的 2D 分布为 

                  (1) 

  式中 gj(x,y) 代表第 j枚干涉条纹图像(如图 4所示)，a(x,y)为干涉条纹的直流分量，

b(x,y)为干涉条纹的调制振幅，φ (x,y)为需要求出的和被测表面形状相关的位相，δ j 代

表第 j次位相移动量。 

                                      (2) 

  由试(1)可以求出被测位相为， 

   

http://eblog.chinabyte.com/china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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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由于反正切函数的主值区间为±π，因此，式(3)得到的是间断的位相。必须经过位相连

接才能得到连续的表面形状(如图 5所示)。图 6为图 5所表示的表面形状的放大等高线图。

必须指出的是位相连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选择不同的位相连接算法，计算速度和安定

性将会不同。 

   

  图 3. 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干涉仪系统概要 

   

 

  (2)载物台的倾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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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物台的倾斜调整是一项关键技术。如果载物台的倾斜调整精度不高，将极大地影响球

面顶点偏心，APC 角度及定位键角度的测量精度。图 7为倾斜调整和球面顶点偏心测量精度

的关系概要。如图 7(a)所示，当载物台倾斜调整完整时，干涉仪光学系统的光轴将与被测定

光纤连接器的插芯的中心轴平行。此时，旋转被测定光纤连接器时，光纤连接器端面的球面

顶点(环形干涉条纹的中心如 A点或 B点)将绕光纤的中心 O点旋转，构成一个以 O点为中心

的圆。測定的頂点偏芯值 OA 或 OB 将与実際的頂点偏芯相同。也就是说，无论旋转光纤连接

器到什么角度，測定的頂点偏芯值的变化将不会太大。相反，如图 7(b)所示，当载物台倾斜

调整不完整时，干涉仪光学系统的光轴将会与被测定光纤连接器的插芯的中心轴交叉成一个

角度。此时，旋转被测定光纤连接器时，光纤连接器端面的球面顶点(环形干涉条纹的中心如

A点，B点，C点或 D点)会绕一个与光纤的中心 O不相同的中心 O*旋转，构成一个以 O*为中

心的圆。显然，在不同位置測量的頂点偏芯值 OA，OB 或 OC 将与実際的頂点偏芯 OD 不相同。

也就是说，旋转光纤连接器后，測定的頂点偏芯值将会有很大的变化。从这个现象也可以得

到一个检验载物台倾斜调整是否完整的方法。即，旋转光纤连接器，依次測定頂点偏芯值，

如果測定的頂点偏芯值变化不大，则载物台倾斜调整是完整的。反之，则载物台倾斜调整是

不完整的。为了提高载物台倾斜的调整精度，我们开发了一种高精度，操作简单的载物台倾

斜调整技术, 可以达到大大高于一般调整方法的调整精度。 

  

 

  (3)测量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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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再现性对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测量精度有很大的影响。以顶点偏心为例，目前，

绝大部分厂商生产的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测量再现性精度大约在±5μm附近。这些数据

可以从各厂家的网页方便的查到。有的厂家以测量再现性的标准偏差σ来衡量。按照误差理

论的计算方法，此时的测量再现性 大误差可达±3σ，大约也在±6μm附近。一般不可能

要求测量仪器的测量精度高于测量再现性精度。由于有如此大的测量再现性误差，所以，其

他如 APC 角度，定位键角度的测量结果也会有很大的误差。其信赖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测量再现性精度主要决定于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干涉仪的测量

再现性精度(由PZT的位相移动精度，CCD摄像头的精度和图像卡的A/D转换器的精度，测量电

路的噪声，测量环境，如振动，温度的变化决定)，载物台光纤连接器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来

决定。此外，一般由于光纤连接器插入固定夹具的旋转方向角度的不确定性(除APC光纤连接

器)，载物台的倾斜调整精度也会影响测量再现性精度。对于载物台的倾斜调整精度的影响及

检验方法，在第 2节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详述。对于干涉仪的测量再现性，可以固定光纤连

接器于载物台的固定夹具上，在不拔出光纤连接器的状态下反复进行测量。然后，对测量的

数值进行处理，从而评价干涉仪本身的测量再现性。一般来说，基于现代干涉仪测量技术和

干涉条纹解析技术而开发的干涉仪具有很高的测量再现性。不过，由于光学设计及光路布置

不当，有些厂家的干涉仪对振动很敏感，从而影响干涉仪的测量再现性精度。对于光纤连接

器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可以多次插入/拔出被测光纤连接器，对同一光纤连接器反复进行测

量。然后，对测量的数值进行处理，从而评价光纤连接器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必须指出的

是，由于大多采用某种标准器，如标准光纤连接器来进行载物台的倾斜调整，载物台的倾斜

调整精度也会受到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的影响，因此，提高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是提高整个

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测量精度的关键。为了提高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我们开发了一种

高精度，操作简单，可靠性高的光纤连接器固定夹具，应用这种夹具，我们得到了极高的测

量再现性( 大再现性误差不超过±2μm)，大大其他产品的传统定位方法的定位精度。 

  (4)定位键角度的测量 

  由于测量再现性精度对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测量精度有很大的影响，提高测量再现

性精度是保证定位键角度测量精度的前提。因此，在用高精度的定位方法对定位键角度的测

量非常重要。另外，采用不同的定位键角度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会得到不同的测量结果。对于

光纤连接器定位键角度，有的厂家的测量仪器的定义和 IEC 国际标准不同。例如，有的测量

http://product.yesky.com/switch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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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定义定位键角度为顶点偏心的 x方向分量的角度表示，显然，这个定义与 IEC 国际标准

的定义不同。根据这个定义计算出的定位键角度和根据 IEC 国际标准计算出的定位键角度有

数倍的误差。 

  4.测量实验 

  为了检验开发的光纤连接器端面检测仪的性能，我们进行了下列测量实验。 

  (1)SC/PC 光纤连接器的测量 

  *倾斜调整:首先换上合适的载物台及夹具，然后用解析软件提供的方法调整载物台的倾

斜。调整后,用插芯检验调整是否正确，方法是每转 45 度测量一次,纪录顶点偏心值，如各测

量值的标准偏差小于仪器规定的指标,及调整完成，如表 2所示， 标准偏差为 0.56539μm,

大误差为 1.533μm，可以判断调整合格。 

  *再现性误差: 调整后确认测量的再现性误差。 

  再现误差分两种，一种为多次(一般为 10 次)插入/拔出被测连接器而得到的再现性误差，

另一种为在连接器固定的状态下连续多次测量而得到的再现性误差，这两种再现性误差都列

于表 3中.如表所示,本测量仪具有很高的测量再现性.(由于增加测量次数, 标准偏差的值会

变小.因此,10 次测量即可) 

  表 2. 检验载物台的倾斜调整结果 

 

   

http://product.yesky.com/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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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FC/APC 光纤连接器的测量 

  *倾斜调整:首先换上合适的载物台(APC 光纤连接器专用)及夹具，然后用解析软件提供

的方法调整载物台的倾斜. 

  *再现性误差: 调整后，确认测量的再现性误差，多次插入/拔出被测连接器而得到的球

面半径, 光纤高度, 顶点偏心，APC 角度和定位键角度的再现性误差列于表 4中。如表所示，

本测量仪具有很高的测量再现性。非插入/拔出测量的再现性误差为本仪器的固有特性, 不会

随不同测量对象而变化，可以认为非插入/拔出测量的再现性误差与表 3所示相差不大。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 APC 光纤连接器的插芯与周边部件之间仅有弹簧固定，不是固定连

接，在用载物台的夹具固定 APC 光纤连接器时，插芯和周边部件之间会产生游隙，这时，即

使光纤连接器固定夹具的定位精度再高，实际测量时的再现性误差也可能很大。如果仅仅是

为了检验测量仪器的再现性，可以将 APC 光纤连接器的插芯与周边部件用粘结剂固定，然后

再进行测量，检验测量仪器的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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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检测结果的表示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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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连接器主要有三类配件 

一 陶瓷插芯  

主要品牌 日本精工 潮州三环 深圳威宜等  

 二 散件 

FC 单模单芯 

Sc 单模单芯  

LC 单模单芯 

三 光缆 

单模单芯 

多模单芯  

双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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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荣邦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作业指导书 

 

1 下缆 1 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光缆，剪刀，卷尺（裁缆机） 

操作步骤：在未剪线前，用激光器测量成捆光缆是否通光，确定通光后，按《生产计划

单》上要求的光缆型号进行剪线。 

L=L1+L2+L3 

1-3 米的光缆另加 0.5 米预长，5米以上不用另加预长客户要求长度为 L1，  预长为 L2，  

接头长度为 L3 下缆应注意的事项：长度、弯折、拉扯、数量（印字）、扎线松紧、圈要整齐，

预留长度一致。 

 

工序名称 下 缆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1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2 穿散件 2 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散件 

操作步骤：穿散件（注意事项：检查散件的质量，确保散件无质量问题后，按要求将散

件逐一穿上） 

1、根据《生产计划单》的跳线规格型号，将散件按先后顺序穿在绕好的线上； 

2、FC 类型按下列顺序来穿：①标签；②尾套；③后压环；④前压环；⑤止动器；⑥弹簧； 

3、SC 类型按下列顺序来穿：①标签；②尾套；③后压环；④前压环；⑤止动器；⑥弹簧； 

4、 ST 类型按下列顺序来穿：①标签；②尾套；③压环； 

5、LC 类型按下列顺序来穿：①标签；②尾套；③热缩管；④止动器；⑤弹簧； 

6、穿完后要仔细检查一遍，以避免漏穿或多穿。 

 

工序名称 穿散件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2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3 剥线：2 人 

使用设备能工具：剥线钳、记号笔、尺子 

操作步骤： 

1、按照连接头型号，用记号笔在光缆头部外做好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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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剥线钳在光缆记号外将外皮剥除，然后用弹簧固定卡普隆线，对开缆皮，另 ST、LC 不

需对开缆皮，需将卡普隆线按要求剪好； 

3、参照相应型号的样板，用记号笔在 900um 光纤做好记号： 

4、相应型号及剥线长度参照图（单位：mm） 

 

连接头型号 L1（外皮） L2（900um） L3（光纤） 

FC  φ3.0 30±2 15±2 13±2 

SC  φ3.0 30±2 15±2 13±2 

ST  φ3.0 33±2 20±2 13±2 

LC  φ3.0 30±2 20±2 9±2 

MU  φ3.0 28±2 18±2 9±2 

MT-RJ  φ3.0 38±2 28±2 8±2 

 

                    900um 光纤                        裸纤 

 

 

 
 

工序名称 剥线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3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4 上胶、烤胶 2 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针筒、酒精瓶、纸巾 

操作步骤： 

353ND 胶的使用： 

1、以 10：1（白色：黄色）的比例调好，倒入塑料袋中，封住。双手拉住塑料袋两边在桌子

边沿来回拉动，直到两边的胶混合均 为止。 

2、将配制好的胶倒入针筒（注射器用磨平的 8.5#~9#针头） 

3、用无尘纸沾酒精将插芯擦试干净，酒精干后，即可将胶打入陶瓷芯中。注胶时，要求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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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顶部的小孔帽出一点胶，固定好陶瓷芯的座周围打上少许，以防光纤断裂。 

烘烤 

1、烘烤温度为 SM 120℃，MM 100℃左右，稳定温度后即可以开始烧烤。将光纤穿入插芯，

光纤在插芯头上露出一点，900um 紧贴插芯底部，托与 900um 光纤有胶连在一起，放入烘

烤； 

2、当胶呈琥珀色时即可从烤箱中取出。 

 

工序名称 固化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4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5 去胶、研磨 2 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研磨机、纸巾、酒精瓶、螺丝刀、砂纸、纯净水。 

操作步骤： 

去胶： 

1、先将插芯装入夹具，把插芯顶部在研磨纸上按 8 字型转动，用夹具大约研磨 10 秒，用干

净的纸沾酒精将插芯顶部清洁干净，没有遗留的粘合剂，如有的话要返回以上工序； 

 

研磨： 

应注意事项：将带有连接头的夹具一定要平稳放在研磨机上，设定好压力，将研磨机开

关打开，注意观察运行时夹具的平衡状态，若有不稳，须先关掉研磨机，将夹具取出，重新

测量露出的插芯高度，然后重新测量露出一致的连接头一起研磨，以免损坏研磨机及砂纸。

研磨完每一步骤时均需注意观察连接头端面的情况，每一步骤的工艺完成后方可进入下一步

骤，以节约研磨时间及延长砂纸使用寿命，不可随意更改研磨工艺，工艺上有任何问题可以

先提出来讨论，待确定更改工艺可行后方可执行。研磨中每一步骤完成后均要完成指定的清

洗工作，不可随意省略任何一个环节，否则容易损坏砂纸及研磨好的连接头。 

1、先把 9um 砂纸放在胶垫上，将气泡赶出，喷上大约 2ml 的纯净水，把夹具放在磨盘上，研

磨机压力打到 3挡，时间设为 50 秒，启动开关开始第一道研磨； 

2、等到磨盘停止转动后，把夹具取出，用纸巾清洗插芯顶部，确保表面干净，再进行下一道

工序，用 3um 砂纸，压力为 2档，时间设置为 50 秒，开始第二道研磨； 

3、3um 磨好后，再用 1um 砂纸，压力为 1档，时间设置为 45 秒，开始第三道研磨； 

4、1um 磨好后，再用 0.2um 砂纸进行抛光，压力为 3 档，时间设置为 60 秒，开始 后一道

研磨。 

 

工序名称 研磨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5 生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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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5 去胶、研磨  

使用设备及工具：四角加压研磨机、纸巾、酒精瓶、螺丝刀、砂纸、纯净水、研磨油 

操作步骤： 

 

去胶： 

1、先将插芯装入夹具，平稳放入研磨机，大约研磨 30 秒，用干净的纸沾酒精将插芯顶部清

洁干净，没有遗留的粘合剂，如有的话要返回以上工序； 

 

研磨： 

应注意事项：将带有连接头的夹具一定要平稳放在研磨机上，设定好压力，将研磨机开

关打开，注意观察运行时夹具的平衡状态，若有不稳，须先关掉研磨机，将夹具取出，重新

测量露出的插芯高度，然后重新测量露出一致的连接头一起研磨，以免损坏研磨机及砂纸。

研磨完每一步骤时均需注意观察连接头端面的情况，每一步骤的工艺完成后方可进入下一步

骤，以节约研磨时间及延长砂纸使用寿命，不可随意更改研磨工艺，工艺上有任何问题可以

先提出来讨论，待确定更改工艺可行后方可执行。研磨中每一步骤完成后均要完成指定的清

洗工作，不可随意省略任何一个环节，否则容易损坏砂纸及研磨好的连接头。 

1、先把 9um 砂纸放在胶垫上，将气泡赶出，喷上大约 2ml 的纯净水，把夹具放在磨盘上，研

磨机压力杆压好，时间设为 50 秒，启动开关开始第一道研磨； 

2、等到磨盘停止转动后，把夹具取出，用纸巾清洗插芯顶部，确保表面干净，再进行下一道

工序，用 3um 砂纸，时间设置为 50 秒，开始第二道研磨； 

3、3um 磨好后，再用 1um 砂纸，时间设置为 45 秒，开始第三道研磨； 

4、1um 磨好后，再用 0.2um 砂纸进行抛光，时间设置为 60 秒，开始 后一道研磨。 

 

工序名称 研磨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5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6 端面检测 一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放大镜、纸巾、酒精瓶 

操作步骤：功赎罪 

1、将研磨好的连接头用沾有酒精的纸由周围清洁一遍，然后换一张纸巾平放在桌面，将插芯

端面在纸上面来回擦试干净； 

2、接着将连接头插入放大镜的探头里面，调节好焦点，使插芯在端面在监视器上显示清楚，

如果发现插芯上有斑点、划痕、裂纤都不合格，如果没有以上问题就将防尘帽带上以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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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弄脏和碰坏； 

3、把端面合格与不合格区分开，把不合的交给研磨人员重新研磨，端面检测合格后拿给测试

员检测； 

4、端面检测标准： 

不良情形 A 区 B 区 C 区 

破裂 拒收 拒收 拒收 

小瑕疵 拒收 拒收 
缺陷＜10um 可接受，＜2um

的可以忽略；Total＜30um

空洞 拒收 拒收 
缺陷＜10um 可接受，＜2um

的可以忽略；Total＜30um

P 级 A 级 

刮痕 无 
无 

距离 core 中心 80um

外：宽度≤1um 

NA 

P 级 A 级 
胶环 NA 

宽度＜1um 宽度＜2um 
NA 

小黑点 拒收 拒收 
直径＜10um 可接受，＜2um

的可以忽略；Total＜30um

其他污染 

物质 
拒收 拒收 拒收 

 

工序名称 端面检测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6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7 测试 一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插回损仪表、纸巾、酒精瓶 

操作步骤： 

1、先将仪表打开预热十五分钟后，再将标准线用沾有酒精的纸擦干净，检测插芯端面是否有

划痕、黑点，如有划痕、黑点不能连接，如果没有可以将连接头插入仪表的出光口，把插

损与回损校准； 

2、将要测试的连接头插入标准线另一端连接，把被测的线的另一端插入进光口，在显示屏上

会显示数据 Insertion loss(dB) PC≤0.2   APC≤0.3  Return loss (dB) PC≥50  APC

≥60 

3、把测试合格的连接器重新端检，如果不良品返回去研磨，合格的带好帽子准备包装，测试

值过大的找出原因，要是断了的话就剪掉断的连接头返回烤胶工序，如果只是测试不过就

返回研磨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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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名称 测试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7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7.2 干涉测试  
使用设备及工具：干涉仪、纸巾、酒精瓶 

操作步骤： 

1、 先将仪表打开预热十五分钟后，再将标准线用沾有酒精的纸擦干净，检测插芯端面是

否有划痕、黑点，如有划痕、黑点不能连接，如果没有可以将连接头插入仪表的测试

口 

2、 将要测试的连接头插入干涉仪主机，看能否，通过预设参数。 

3、 把测试合格的连接器重新端检，如果不良品返回去研磨，合格的带好帽子准备包装，

测试值过大的找出原因，要是断了的话就剪掉断的连接头返回烤胶工序，如果只是测

试不过就返回研磨返磨。 

4、   合格的产品打印，干涉 3D 图 

 

工序名称 测试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7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8 包装 一人 

使用设备及工具：扎线、纸巾、酒精瓶 

操作步骤： 

1、 将测试好的跳线取下，有脏的地方用沾有酒精的纸擦干净，绕成直径为 10-15cm 的圆环，

装入自封袋，再将测试值写在标签纸上，盖上合格章贴在自封袋的中间部位； 

2、 包装好后，数量要与《生产计划单》对应，然后入库。 

 

 

 

工序名称 包装 制 表 宋 平 

序 号 SZCT07111308 生产主管  

版本 A 审 核  

日 期 2007-8-22 核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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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熔融拉锥制作光纤耦合器实验 

一．概述 
OC-2020 型光纤拉锥机采用熔融拉锥工艺，适用于标准型光纤分路器（standard 

coupler ）， 宽带光纤分路器(wide band coupler) ， 双窗口光纤分路器(double 

wavelength coupler)，波分复用器(WDM)及特种光纤分路器的生产和研究。 

二．技术要求及主要性能 
2.1电源 

·供电电源：220VAC ±10%，50HZ 

·耗电：<200VA 

2.2工作环境 

·环境温度：23°C ±5°C 

·相对湿度：<90%RH 无结露 

2.3主要性能指标 

·拉锥 大长度（单边）：25.000mm 

·拉锥夹具(单边)位移分辨率：2 nm 

·拉锥速度范围（单边）：0.001mm/s-------0.4mm/s 

·拉锥速度分辨率（单边）：0.001mm/s 

·熔纤喷头移动范围（max）: 20.00mm 

·熔纤喷头位移分辨率： 0.01mm 

·熔纤喷头运动速度范围： 0.1mm/s----9.9mm/s 

·熔纤喷头速度分辨率： 0.1mm/s 

·拉锥定位精度：<5um 

·拉锥重复定位精度：<10um/50 次 

·熔纤喷头定位精度：<15um 

·熔纤喷头重复定位精度：<15um/50 次 

·光开关重复性：<±0.05dB 

2.4控制功能 

·手动/自动停止熔纤功能。 

·运行参数可编程功能：本机 多可设定和记忆20 组运行参数。每组参数涉及拉锥工艺 

常用的七个程序步。即预拉、熔纤、拉锥延时、加速拉锥、 速拉锥、减速拉锥和退火后减 

速拉锥。此七程序步可有选择地顺序执行。 

·系统状态记忆功能：本机对拉锥夹具、熔纤喷头相对原点位置及当前运行参数有断电 

记忆功能。即重新开机后，系统处于前次关机状态。 

·保护功能：短路保护、限位保护。 

三、硬件的安装与使用 
3.1拉锥系统整体图 

完整的拉锥系统如图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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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拉锥系统整体图 

3.2硬件的安装 

3.2.1 系统须安装在符合要求的工作环境中。 

3.2.2 本机拉锥位移分辨率为0.002um，为了保证达到足够的精度，本设备应置于牢固、 

稳定、水平的工作台面之上。 

3.2.3 用本机所配电源电缆线，分别插入拉锥机及控制器电源进线插座，并与供电电源接 

通。请按图２示意图连线。 
 

 
图2 拉锥机连线示意图 

注意：供电电源应为220VAC/50HZ，并具有可靠接地线。本机为小型化设备，仅具有短 

路保护，建议供电电源应配有漏电保护装置。线路如图3 所示： 

PC_C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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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插座 

PC 电机运 

动控制卡 

PC_COM2 O2气管道 

PC_COM3 

光开关 

H2 气管道 

真空管道 

备用管道 

I220VAC OC-2020 

 
 

 
 

图3 漏电保护装置 

3.2.4 本机负压吸气接口与外部真空泵之间用导管连通，并保证密封良好。 

3.2.5 连接本机熔纤燃气接口和燃气供给接口。连接可靠无泄漏。确保燃气压力

在.15MPa--0.2Mpa之间。外部燃气供给源应配有安全可靠的切断和接通气源的装置，燃气供

给调节装置。 

3.2.6 用本机所配电缆附件(共三根电缆)连接拉锥机及计算机相应接口。 

3.3拉锥机的使用 

3.3.1 开启 

·加电之前应检查外部配套设备连接完好、正常 

·打开PC 电源至启动正常 

·打开拉锥机电源 

·运行OC-2020 软件 

3.3.2 关闭 

·OC-2020 软件退出运行 

·关闭拉锥机电源 

·关闭PC 电源 

3.3.3 键盘操作及显示 

按键的名称、符号及位置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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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按键示意图 

3.3.4 键盘操作说明 

1 RUN 拉锥开始 

2 STOP 拉锥停止 

3 HOME 拉纤电机复位 

4 AMEND 拉锥后修正 

5 FLAME UP 火焰头向上运动 

6 FLAME DOWN 火焰头向下运动 

7 HOLD L 左边真空吸附 

8 HOLD R 右边真空吸附 

9 PACK HOLD 封装台真空吸附 

10 PACK UPDOWN 封装台前进/后退 

11 HEATL 左加热，可人工熄灭或由计算机定时熄灭 

12 HEATR 右加热，可人工熄灭或由计算机定时熄灭 

四、软件的安装与使用 
4.1软件的安装 

OC-2020 型光纤拉锥机是在WindowsXPprofessional 系统环境下运行的，首先选择WinXP 

系统，在给定的安装文件夹下双击安装程序图标“Setup.exe”，出现如下对话框，单击下一 

步依次进行安装完成。 

4.2软件的使用 

4.2.1 启动OC-2020 软件，如下图所示，双击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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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启动OC-2020 软件 

如果启动软件后出现如图6 之提示， 请你检查机器电源是否已打开，拉锥机和PC 的连 

接电缆是否脱落或松动。 

 
图6 启动时自动检测线路故障 

在连接电缆都连接好的情况下，每次启动软件时，将会出现如图7 所示对话框，此时可 

单击是或否，进入软件主界面。 

 

 
图7 电机复位对话框 

注：如果拉锥机的任何一个电机已失位, 你应该点击“是(Y)”, 否则机器运行时可能会对

电机造成意外损坏，并可能对制做器件造成不良影响。软件启动后，将出现如下图8 之界面，

即为拉锥窗口界面，每次启动软件时，将自动载入上次退出软件时的所有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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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主程序框架 

4.2.2 器件的选择 

本软件提供三种无源器件的制做流程，分别是标准分路器、宽带分路器和波分复用分路 

器，请根据你需要制做的器件类型做出正确选择。 

 

 
图9 器件类型的选择 

4.2.3 拉锥参数的设置 

一、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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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主程序工具条 

点击新键参数文件的图标，进入参数设置对话框，如图11 所示：在此对话框中可以修 

改、载入、存储所有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图11 拉锥参数设置对话框 

二、参数文件的存储 

当你需要把参数以文件形式存储到硬盘时，请点击当前窗口的存盘按钮，在如下的对 

话框(见图12)里选择你所需要的存储路径和文件名，然后按“保存(S)”按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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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保存参数文件 

三、参数文件的载入 

当你需要载入以前存储的参数文件时，请点击当前窗口的“打开(OPEN)”按钮，在图 

13 所示的对话框里选择你所需要载入的文件，然后按“打开(O)”按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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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载入参数文件 

4.2.4 常用参数的修改 

在拉锥过程中，尤其是在参数调整的实验阶段，有几个参数可能需要经常改动。你可以 

在主窗口控制面板中的常用参数对话框中修改这些参数。修改这些参数时，参数设置主对话 

框的相应数值也同时会改变。 
 

 
图 14 常用参数的修改 

4.2.5 流量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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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程序窗口控制面板中的“流量计”，如图15 所示：按“打开”按钮可以打开氢气开

关；按“关闭”按钮可以关闭氢气开关；按“冲洗”按钮可以对流量计管道进行冲洗；在流量计

关闭状态或流量设置为零时， 按“流量置零”按钮可以对流量计校零。在流量设置和实际测试

值偏差较大时，请使用此功能。进行流量置零操作是注意一定要关闭流量计或将流量设置为

零并等待流量计稳定（建议10 秒钟以上）。如需加氧条件，可相应的设置氧气流量，方法同

氢气，一般情况下，为安全起见，氧气的流量不应过大。 

 

 
图15 流量计的控制 

注：氢气源可选择氢气发生器或氢气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议客户使用氢气瓶，因为

氢气瓶的氢气较为纯净，在燃烧的过程中无杂质气体影响火焰燃烧且其燃烧温度较为稳定，

而氢气发生器电解水产生的氢气除纯度的影响外，其水蒸汽若干燥不彻底，很容易随着管道

进入氢气流量控制器内，造成短路等严重后果。 

4.2.6 远程控制 

点击主程序窗口控制面板中的“远控”，如图16 所示： 

 

 
图 16 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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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面板和拉锥机的键盘板相对应，主要为设备的维护使用，工人进行拉锥操作尽量不在 

此处进行控制。 

4.2.7 功率模块 

点击主程序窗口功率模块的“功率”，如图17 所示： 

 

 
图17 功率探测的显示 

此模块显示的所有数值和你所选择的光源相对应。 

P1：第一通道的功率值（CH1 的功率值）  

P2：第二通道的功率值（CH2 的功率值） 

EL：插入损耗值 CR：当前分光比 

Cycles：当前半周期数 P0：拉锥前的初始功率值 

Log：mW/dBm 切换 

4.2.8 功率补偿 

如图17（功率模块）所示：在拉锥前的准备工作中，将第一根光纤放入通道二，然后按

“P2=>P0”按钮, 将初始功率值记入P0。将第二根光纤（主光纤）放入通道一，然后按“P1 补

偿”按钮，本软件将对两通道功率进行自动平衡。 

4.2.9 PDL 测试 

点击主程序窗口功率模块的“PDL”，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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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PDL 测试 

测试PDL 时需外接PDL 控制器，按“Start”键开始测量PDL 值，按“Finish”键停止本次测

量。 

4.2.10 曲线文件的存储 

当你需要把某器件的拉锥曲线以文件形式存储到硬盘时，请点击主程序窗口的“保存曲 

线文件”按钮，在下页图示的对话框里选择你所需要的存储路径和文件名，然后按“保存(S)” 

按扭，如图19 所示： 

 
图19 拉锥曲线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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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拉锥曲线的载入 

4.2.10 曲线文件的载入 

当你需要观看某器件的拉锥曲线文件时，请点击主程序窗口的“打开曲线文件”按钮，在

下页图示的对话框里选择你所需要拉锥曲线文件，然后按“打开(O)”按扭。如图20 所示。 

4.2.11 器件参数的记录 

本软件可以自动记录拉锥所做器件的 后参数，分自动和手动两种方式。 

 
图21 参数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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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方式：若使用自动方式， 请先在硬盘上建立 c:\dowson\record\ 目录，软件将 

根据你所制做的器件类型自动建立 Standard(标准)、 Wbc(双窗口)、 Wdm(波分)三个目录， 

自动起名并递增器件号。注意使用自动记录方式时，将自动覆盖以前的同名文件。 

手动方式：手动输入存储路径和文件名。 

器件参数文件以TXT 文本方式存储， 可用Windows 记事本或Microsoft Word 打开。 

4.2.12 曲线的观测 

 

 
图22 曲线的观测 

在非拉锥状态下点击曲线画面时， 鼠标所在曲线点的器件参数将在相应位置显示。 

Spline： 曲线平滑 Grid：显示栅格 

P1/P0：P1 功率百分比 P2/P0：P2 功率百分比 

EL：插入损耗 CR：分光比 

-/+：曲线的显示时间宽度 滚动条：曲线左右移动 

4.2.13 三钟典型器件的曲线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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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50%分光比的标准分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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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波分复用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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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双窗口耦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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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用器件的基本拉锥步骤 
5.1标准分路器的制做步骤 

1． 打开所需光源，等待光源稳定。 

2． 开启氢气发生器或打开氢气瓶之阀门。 

3． 依次开启真空泵，电脑，拉锥机，启动OC-2020 软件。 

4． 打开H2 流量，待H2 测试流量与设置值相同，用点火器点燃氢气。 

5． 按“FLAME DOWN”键，使火焰头下降。 

6． 选择拉锥器件类型为标准分路器，设置拉锥参数或载入参数文件。 

7． 剥纤1cm，用酒精清洁，插入适配器，沿45°角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二（即CH2）。 

8． 用鼠标点击“P2=>P0”，将P2 功率值附给P0，然后在约1 米处（或自定义长度）折断光

纤。 

9． 继续剥纤1cm，清洁，插入适配器，沿45°角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一（即CH1）。 

10．用鼠标点击“P1 补偿”，使P1 与P0 值相同。 

11．分别将两根光纤在合适位置剥去涂覆层约20mm，用酒精清洁。 

12．按下真空吸附按钮“HOLD”左右键，将两光纤平行放入真空吸槽，居中对齐，打角。 

13．盖上防风罩，按“RUN”键。 

14．拉纤过程中可按“STOP”键停止拉锥动作。 

15．达到所设定分光比后，拉纤即完成，火焰头自动退回，拿开防风罩。 

16．按“PACK_HOLD”键，开启封装台上吸气阀。 

17．将石英槽放在封装台上，槽口向上，左右对齐，上下摆平。 

18．按“PACK”键，封装台自动前进到设定位置后并向上运行到设定位置，此时裸纤部分位于

石英槽中央位置。 

19．在适当位置滴胶，并按左右加热键。 

20．当热固胶颜色变为深红色时停止加热（可手动停止或由PC 定时控制）。 

21．关闭所有吸气阀门，将主光纤留出相应长度并折断。 

22．取出所做的耦合器，按“PACK”键退回封装台，按“HOME”键使拉纤电机复位。 

23．套上热缩管或石英管保护，标准分路器制作完成。 

（注：拉锥效果图见附录） 

5.2 波分复用耦合器的制做步骤 

1． 打开所需光源，等待光源稳定。 

2． 开启氢气发生器或打开氢气瓶之阀门。 

3． 依次开启真空泵，光开关，电脑，拉锥机，启动OC-2020 软件。 

4． 打开H2 流量，待H2 测试流量与设置值相同，用点火器点燃氢气。 

5． 按“FLAME DOWN”键，使火焰头下降。 

6． 选择拉锥器件类型为波分复用分路器，设置拉锥参数或载入参数文件。 

7． 剥纤1cm，用酒精清洁，插入适配器，沿45°角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二（即CH2）。 

8． 单击光源1，光源切换至1310，用鼠标点击“P2=>P0”附初值。 

9． 单击光源2，光源切换至1550，用鼠标点击“P2=>P0”附初值。 

10．在约1 米处（或自定义长度）折断光纤。 

11．继续剥纤1cm、清洁、插入适配器、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一（即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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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单击光源2，光源切换至1550，用鼠标点击“P1 补偿”。 

13．单击光源1，光源切换至1310，用鼠标点击“P1 补偿”。 

14．分别将两根光纤在合适位置剥去涂覆层约20mm，用酒精清洁。 

15．按真空吸附按钮，将两光纤平行放入真空吸槽，居中对齐，打角。 

16．盖上防风罩，按“RUN”键。 

17．拉纤过程中可按“STOP”键停止拉锥动作。 

18．达到所设定分光比后，拉纤即完成，火焰头自动退回，拿开防风罩。 

19．光源切换至1310，观看耦合器的分光比、损耗、PDL， 

20．光源切换至1550，观看耦合器的分光比、损耗、PDL。 

21．在1310 或1550 窗口点击 可观察相应窗口隔离度。 

22．按“PACK_HOLD”键，开启封装台上吸气阀。 

23．将石英槽放在封装台上，槽口向上，左右对齐，上下摆平。 

24．按“PACK”键，封装台自动前进到设定位置后并向上运行到设定位置，此时裸纤部分 

位于石英槽中央位置。 

25．在适当位置滴胶，并按左右加热键。 

26．当热固胶颜色变为深红色时停止加热（可手动停止或由PC 定时控制）。 

27．关闭所有吸气阀门，将主光纤留出相应长度并折断。 

28．取出所做的耦合器，按“PACK”键退回封装台，按“HOME”键使拉纤电机复位。 

29．套上热缩管或石英管保护，波分复用耦合器制作完成。 

5.3 双窗口(1310/1550)耦合器的制做步骤 

1． 打开所需光源，等待光源稳定。 

2． 开启氢气发生器或打开氢气瓶之阀门。 

3． 依次开启真空泵，光开关，电脑，拉锥机，启动OC-2020 软件。 

4． 打开H2 流量，待H2 测试流量与设置值相同，用点火器点燃氢气。 

5． 按“FLAME DOWN”键，使火焰头下降。 

6． 选择拉锥器件类型为宽带分路器，设置拉锥参数或载入参数文件。 

7． 剥纤，清洁，放入适配器，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二（即CH2）。 

8． 单击光源1，光源切换至1310，用鼠标点击“P2=>P0”附初值。 

9． 单击光源2，光源切换至1550，用鼠标点击“P2=>P0”附初值。 

10．在约1 米处（或自定义长度）折断光纤。 

11．剥主光纤、清洁、放入适配器、切割、放入功率探测通道一（即CH1）。 

12．单击光源2，光源切换至1550，用鼠标点击“P1 补偿”。 

13．单击光源1，光源切换至1310，用鼠标点击“P1 补偿”。 

14．分别将两根光纤在合适位置剥去涂覆层约20mm。 

15．清洁主光纤，按真空吸附按钮，将主光纤放入真空吸槽，居中，在夹具两边分别放入 

适当辅助光纤保证主光纤可靠吸牢。 

16．盖上防风罩，按“RUN”键进行预拉。 

17．预拉完成，火焰头自动退回，不熄灭，请注意安全以免烫伤。 

18．清洁副光纤，拿开防风罩，取下辅助光纤，将副光纤放入真空吸槽，与主光纤平行放 

置，居中对齐，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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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盖上防风罩，按“RUN”键继续拉锥。 

20．拉纤过程中可按“STOP”键停止拉锥动作。 

21．拉纤完成，拿开防风罩。 

22．光源切换至1310，观看耦合器的分光比、损耗、PDL。 

23．光源切换至1550，观看耦合器的分光比、损耗、PDL。 

24．将石英槽放在封装台上，槽口向上，左右对齐，上下摆平。 

25．按“PACK”键，封装台自动前进到设定位置后并向上运行到设定位置，此时裸纤部分 

位于石英槽中央位置。 

26．在适当位置滴胶，按左右键加热。 

27．当热固胶颜色变为深红色时停止加热（可手动停止或由PC 定时控制）。 

28．关闭所有吸气阀门，将主光纤留出相应长度并折断。 

29．取出所做的耦合器，按“PACK”键退回固化台，按“HOME”键使拉纤电机复位。 

30．套上热缩管或石英管保护，宽带耦合器制作完成。 

六、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6.1电机的独立运动测试 

本拉锥机共包含六个电机, 每个电机都有PC 控制其运动, 按主程序窗口工具条上的相 

应按钮 和 , 你可以进入如图26 和27 所示的两个画面, 分别是电机运动参数设置 

和远程运动控制对话框。 

6.1.1 电机运动参数设置控制台 

此对话框包含三个模块设置，火焰运动参数设置（其中包含前后、左右、上下方向）、 

固化控制台参数设置（其中包含前后及上下方向）及拉纤电机参数设置，其中各模块下的参 

数功能如下： 

零点位置 电机复位后距离位置开关的距离 

拉纤位置 电机在拉锥运动时的初始位置 

固化位置 封装台在封装时电机的停止位置 

运动速度 电机的运动速度 

加速时间 电机从零速度加速到 高速度的时间 

减速时间 电机从 高速度减速到零速度的时间 

单步长度 点击单步运动后的运动距离 

大长度 拉纤电机运动的 大长度 

6.1.2 远程运动控制台 

此对话框包含四个模块设置，火焰运功控制（包含前后、左右、上下放向）、固化运动 

控制（包含前后、上下方向）、拉纤运动控制及平面运动和线性运动控制，其中各模块功能 

如下： 

点进 电机点动前进，前进距离对应单步长度 

点退 电机点动后退，前进距离对应单步长度 

前进 电机连续运动至拉纤位置 

回零位 电机连续运动至零位 

停止 电机停止运动 

复位 电机寻找位置开关，并运动到零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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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运动顺时针 

火焰头以拉纤初始位置为圆心做圆周运动，运动速度和半径由相应 

参数决定。注意做此运动前一定保证电机已可靠复位。 

平面运动停止 火焰头停止圆周运动并回零位。 

线性运动开始 火焰头做左右摆动，运动速度和摆动幅度由相应参数决定。 

线性运动停止 火焰头停止左右摆动 

线性运动回零位 电机回零位 

注：通常在更换陶瓷火焰头后，要对前后、上下、左右方向的三个火焰电机参数进行重 

新设置并复位，以使拉锥时火焰在 佳位置燃烧。 

图26 电机运动参数设置控制台 

图27 电机运动控制台 

6.2设备的保养 

·本机器为精密设备，机器运行时不得随意移动机器，并尽量减小室内空气流动，以便达 

到较好的拉锥效果 

·本机器应经常保持设备的清洁，不用时应用防尘罩罩上 

·机器在长时间不用时，两个功率探测通道应用法兰防尘盖扣上，以免落入灰尘 

·光纤夹具如落入碎纤或灰尘须用洗耳球将其吹出，不应用锐器将其刮出，以免划伤夹具 

·避免金属螺钉等物体掉入机器内部造成短路现象 

·如果机器出现故障，用户不得擅自打开机壳修理，应及时与我们联系，由专业技术人员 

维护 

附录：拉锥过程简单流程图 

1 剥去光纤涂覆层 

2 斜45°角切光纤 

3 插入功率探测通道 

4 平行放入两根光纤 

5 将两根光纤打角 

6 按“RUN”开始拉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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