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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户手册

本指南旨在提供基本的信息，帮助您开始使用 SimpliFiber® Pro
光功率仪和光源，以及 FindFiber™ 光源。欲知更多的信息，请
参阅 Fluke Networks 网站上提供的 新版本《SimpliFiber Pro
用户手册》。

安全性

警告
为避免危害辐射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切勿直视光学连
接器内部。有些光源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辐射，可能对
您的双眼造成永久的损伤。  

小心

为避免损坏光纤连接器，避免数据丢失，以及确保 准
确的测试结果，在每次使用前，用适当的清洁步骤对所
有的光纤连接器进行清洁。不使用时，请用保护罩盖住
所有连接器。

在使用光功率仪或光源前，请阅读 SimpliFiber Pro 用
户手册里更多的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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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ber Pro 入门指南
光功率仪和光源的功能

ffk01.eps

 ：开关键。

   ：软按键，根据当前屏幕显示提供相应功能。功
能显示在按键的上方。

 ：选择光功率仪测试模式。要进入设置模式，长按键
四秒钟。参见第 6 页。

 液晶显示屏。

 带有可互换连接适配器的输入端口。参见第 7 页。

 用于上传测试记录至个人电脑的 USB 端口。参见用户手册。

 ：选择自动波长模式。AUTO LED 指示灯点亮。按键
改变波长。波长 LED 指示灯表示波长。参见第 7 页。

 ：连续波与 2000 赫兹调制输出信号之间的切换键。当连
续输出时，CW/2 kHz 的 LED 指示灯点亮。当调制输出时，
LED 指示灯闪烁。当光源同非 SimpliFiber Pro 光功率仪同
时使用时，使用这两个模式。
2



电池的安装、寿命及状态
此按键也用于打开或关闭自动关机功能。参见第 6 页。

 ：选择 FindFiber 模式。当光源处于 FindFiber 模式时，ID 
LED 指示灯点亮。参见第 8 页。

 当电池电量低时，LOW BATTERY LED 指示灯连续闪烁。如果
自动关机功能关闭，则 LED 指示灯间歇闪烁。 参见第 6 页。

 带有 SC 型适配器的输出端口。

电池的安装、寿命及状态

ffk02.eps

设备 电池寿命 1 低电量指示

光功率仪 >50 小时 （连续闪烁）

多莫光源 40 小时 LOW BATTERY LED 指示灯
连续闪烁 2

单模光源 30 小时

FindFiber 光源 >80 小时 LED 指示灯闪烁

1. 通常情况下。参见用户手册。

2. 如果自动关机功能关闭， LOW BATTERY LED 指示灯间歇闪烁。参见
第 6 页。

AA
IEC LR6

NEDA 15A

AA
IEC LR6

NEDA 15A

注释： Fluke Networks 推荐使用碱性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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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ber Pro 入门指南
光功率仪显示屏功能

ffl01.eps

 ：表示在当前模式下，按 或键滚动选择项。

 SAVE：表示按键保存测量的光功率或功率损耗。参见第
14 页。

 RECORD：记录序号的标签。 VIEW RECORD：表示光功率
仪屏幕正显示保存的测量数据。参见第 14 页。

 REF （基准）：在损耗模式下基准值的标签。 dBm：基准值
的测量单位。参见第 11 页。

  CheckActive™：CheckActive™ 模式的表示符号。 
CheckActive™ 表示光功率仪正在检测光纤信号有效性。参
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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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功率仪显示屏功能
 对损耗（dB）及功率测量结果（mW, µW, dBm）的含有单
位名称的数字显示。

 波长的数字显示。

 FindFiber™：表示光功率仪正在检测 FindFiber 光源。ID 是光
源识别号码的标签，出现在数字显示区域的上方（）。
参见第 8 页。

 POWER：光功率仪正在测量功率。参见第 10 页。

 LOSS：光功率仪正在测量功率损耗。参见第 11 页。

 ：表示电量低。参见第 3 页。

 2 kHz：光功率仪检测到 2000 赫兹的光学调制信号。参见用
户手册。

 ：光功率仪通过 USB 端口接入个人电脑。参见用户手
册。

 AUTO：光功率仪侦测到光信号中的波长的识别符。参见第
7 页。

 OK ：操作成功（OK）或者失败。

 Max Min：表示 大（Max）及 小 （Min）的功率测量
值。参见用户手册。

 DELETE?：表示按键删除当前记录。DELETE ALL? 表示 
按键删除所有记录。参见第 14 页。

 SET REF：表示按键则把功率测量结果保存为基准值。参
见第 11 页。

 ：表示按键则改变正在被测量的波长。
5



SimpliFiber Pro 入门指南
设置用户参数

对于光功率仪：

1 进入设置模式 , 长按键 4 秒钟。

2 要在设置项目之间滚动，按键。要改变设置结果，按 
键。

3 要退出设置模式，按键直至光功率仪处于预期的测试模
式。

对于光源：

如果自动关机功能打开，且没有按键操作，则光源 30 分钟后自
动关机。

要打开或关闭自动关机功能，长按键 4 秒钟。

 如果自动关机功能开启，则所有的 LED 指示灯点亮 3 秒钟。

 如果自动关机功能关闭，则所有的 LED 指示灯闪烁 3 秒钟，
并且 LOW BATTERY LED 指示灯间歇闪烁。

光功率仪设置项目 选项

为功率测量值打开或关闭 Min Max 模式。
参见用户手册

mW µW dBm 给功率测量值选择一个单位。

关闭或打开背景灯。

   

选择光功率仪在无按键操作情况下自动关机
的定时间隔。若光功率仪与正处于 AUTO
或 ID 模式的光源相连接，则其不会关机。
横线（ ）表示自动关机功能关闭。
6



自动波长模式
自动波长模式

在自动波长模式下，光源信号含有一个识别符号以告知光功率仪
要测量哪段波长。你可以设置光源为某一段波长或者在各波长之
间自动切换。当光源自动切换时，光功率仪可以在同一次测试中
对各个波长的损耗及功率自动测量。如果你保存测量结果，那么
光功率仪就会把所有被测波长的结果保存到同一记录中。

要把光源设置成自动波长模式： 

1 如果没有打开 AUTO LED 指示灯，则按下键。

2 按下键手动切换波长（一个波长的 LED 指示灯开启）或
者设置光功率仪在各波长间自动切换（各波长的 LED 指示灯
交替闪烁）。

如果光功率仪检测自动波长信号，显示屏幕上显示 AUTO，
同时光功率仪自动测量正确的波长。

清洁连接器和适配器

在每次进行连接前都必须清洁及检查光纤连接器。使用光纤光学
溶剂以及光学拭布或棉签，按照用户手册中所描写的方法来清洁
连接器。

更换连接适配器

你可以选择光功率仪的连接适配器来连接 SC, ST 及 LC 光纤连接
器。请参见用户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测试基准测试线

您必须定期对测试基准线进行测试。参见用户手册。
7



SimpliFiber Pro 入门指南
侦测激活光纤

光功率仪的 CheckActive 模式可以让你快速确定光纤是否连接
到了激活的设备上。此模式可以帮助你定位激活的链路，同时避
免危害辐射的泄漏。

要使用 CheckActive 模式：

1 长按键直至出现 CheckActive™。

2 将光功率仪与光纤相连接。光功率仪按如下方式显示光纤信
号的有效性：

注释

由于周围的光线可以激活 CheckActive 的响声，因此为
避免此状况发生，如果光功率仪处于 CheckActive 模式，
请保持跳线与光功率仪相连。

给光纤定位

FindFiber 模式帮助你快速确定接线板上的链路连接。

要使用 FindFiber 模式：

1 将光功率仪以及一个 SimpliFiber 光源或一个 FindFiber 光源
或多个 FindFiber 光源连接到链路上，如第 9 页的图所示。

2 打开光功率仪及光源或 FindFiber 光源。

 如果你使用的是 SimpliFiber 光源，那么按下光源上的
键。

 若要改变 FindFiber 光源传输的编号，则关闭光源，长按
电源键 4 秒钟，然后当预期的 LED 指示灯点亮时松开该
键。

 光纤无信号

光纤有信号。
光功率仪发出连续声响。
8



给光纤定位
3 长按光功率仪上的键直至 FindFiber™ 出现。

4 光功率仪所表示的连接如下表所示：

注释

在功率或者损耗模式下，如果光功率仪与 FindFiber 光源
或处于 ID 模式下的光源相连接，则 ID 会闪烁。

ffl19.eps

使用 FindFiber 模式给光纤定位

连接的光源 光功率仪上的号码

SimpliFiber Pro 多模光源 

SimpliFiber Pro 单模光源
1310 nm/1550 nm



SimpliFiber Pro 单模光源
1490 nm/1625 nm



FindFiber 光源 光源的 LED 指示灯表示
的编号

不连通或者连接了非兼容的光源

ID #3
ID #4

ID #1
（多模光源）

ID #5

光纤链路

接线板
9



SimpliFiber Pro 入门指南
测量光功率

光功率的测量表示光源，如光学网络界面卡或者光学测试设备，
所产生的光学功率的数值。

1 清洁链路上要被测试的连接器。使用光纤光学溶剂和光学拭
布或者棉签来清洁连接器，如用户手册所述。

2 长按光功率仪上的键，直至出现 POWER。

3 如下图所示进行连接。

4 如果光源上的 AUTO LED 指示灯没亮，按键。 

5 如果你想要光源自动切换波长，那么按键直至波长 LED
指示灯交替闪烁。或者你可以按键来根据需要切换波长。

6 要保存测量值，按下SAVE 键。

ffk03.eps

测量光功率的连接

给链路的一端测量光功
率

给光源测量光功率

光源

光源
10



测量损耗
测量损耗

损耗的测量表明了在链路中光纤与连接器内损失了多少光功率。

设置基准值

为得到 精确的测量结果，你应该在这些时候设定基准值：

 每天工作开始的时候。

 每当你将测试基准线与光源重新连接的时候。

 每当你看到一个负的损耗测量值时。

你可以在功率或者损耗模式下设定基准值。 Fluke Networks 推
荐使用功率模式，因为光功率仪可以显示出光源所产生的真实的
功率数值。而在损耗模式下，光功率仪显示的是功率数值与前一
个基准数值之间的不同值。

要设定基准值：

1 清洁光功率仪、光源以及测试基准线上的所有连接器。使用
光纤光学溶剂以及光学拭布或者棉签清洁连接器，如用户手
册所述。

2 打开光功率仪及光源并让他们预热 5 分钟。如果设备储藏于
高于或低于周围温度的环境下，那么允许预热更久的时间。

3 进行连接如页的 12 所示。

4 如果光源的 AUTO LED 指示灯没有打开，按键。

如果你想给各波长同时设定基准值，那么长按键直至各波
长的 LED 指示灯交替闪烁。

5 长按光功率仪上的键直至 POWER 出现。

6 按SET REF 键，光功率仪切换至损耗模式，屏幕显示 
 dB, 闪现 OK, 同时出现新的基准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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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在设定完基准值以后，如果你没有与光源的输出端相连
接，那么你必须再次设定基准值以确保有效的测量结果。

ffl07.eps

基准连接

测量损耗

1 如第 11 页所述设定基准值。

2 清洁链路上待测试的连接器，以及另一根测试基准线上的连
接器。使用光纤光学溶剂以及光学拭布或者棉签来清洁连接
器，如用户手册所述。

3 断开测试基准线与光功率仪之间的连接，然后进行连接如页
的 13 所示。

小心

不要断开测试基准线与光源输出之间的连接。如果你这
样做了，那么必须再次设定基准值以确保有效的测量结
果。

- 待续 -

测试基准线

光功率仪 光源

小心

设定基准值后请勿将测试基准线从
光源输出端断开。
12



测量损耗
ffl08.eps

损耗测量连接

4 长按光功率仪上的键直至 LOSS 出现。

5 如果光源的 AUTO LED 没有打开，按下键。

6 如果你想要光源自动切换波长，那么长按键直至波长的
LED 指示灯交替闪烁。

7 要保存测量值，按下SAVE 键。

如果光源自动切换波长，那么光功率仪将在一个记录中保存
所有波长的测量值。

测试基准线

光功率仪 光源

另一根测试基准线
光纤链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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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功能

 光功率仪可以储存 1000 条损耗或者功率记录。 

 如果记忆已满，当你试图保存测量值时，光功率仪显示
。

 要浏览记录，按键直至 VIEW RECORD 出现。

 按或键滚动前后记录。

 要删除你正浏览的记录，按DELETE 键两次。

 要删除所有的记录，长按DELETE 直至 DELETE ALL? 出
现，然后再次按键。

 删除的记录在数字显示屏上显示 。

 要上传记录至个人电脑，使用 LinkWare™ PC 软件以及所提
供的 USB 数据线。参见用户手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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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Fluke Networks 联系

www.flukenetworks.com

support@flukenetworks.com

+1-425-446-5500

 澳大利亚：61 (2) 8850-333 or 61 (3) 9329 0244

 北京：86 (10) 6512-3435

 巴西：11 3759 7600

 加拿大：1-800-363-5853

 欧洲：+31-(0) 40 2675 600

 香港：852 2721-3228

 日本：03-6714-3117

 韩国：82 2 539-6311

 新加坡：+65-6799-5566

 台湾：(886) 2-227-83199

 美国：1-800-283-5853

访问我们的网站可得到完整的电话号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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