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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统简介

IPCS-5000-SMT光纤熔融拉锥系统是由我公司最新研制开发的

光纤熔融拉锥设备。它集成了光学、电子学、精密机械、计算机控制

等多项技术，并集制作、检测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主要用于特种熔融

拉锥型光纤器件的研制与开发。它可用于制作 N×M光纤分束器和保偏

光纤器件；也可以制造标准单模光纤耦合器、光纤波分复用器（WDM）

等光纤无源器件。制造过程中的工序均由计算机进行时序控制，而且

所有相关参数及图形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性存储。

产品特点

 具有操作简单、良率高、可靠性高等优点

 高精度，大范围，多波长在线测量

 实时监控

 纳米级的微步细分驱动

 精密的机械，超平稳运行

 消震，防震设计

 模块化设计，易于维护和升级

 附加损耗低，产品一致性好

 基于Windows的软件包，界面友好，操作方便，功能强大

 使用氢气发生装置，杜绝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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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系统特点

 适用于光纤分束器的生产制造

 可使用单模光纤或多模光纤

 加热采用纯氢气

 熔融拉锥过程通过计算机进行时序控制

 Window平台下的友好人机界面

1-2技术规格

1-2-1主机

拉锥平台拉伸精度： 0.2µm

拉锥平台拉伸速度： 0.2--5000µm/sec

拉锥平台最大拉伸距离： 40mm

工作台外形及尺寸： 700mm×500mm×270mm

1-2-2火焰加热组件

火焰为 X、Y、Z三轴组成的三维可移动组件，它可以实现左右、

前后和上下的三维移动。

火焰 X轴向摆幅（最大）： 0-10mm

火焰 Y轴行程（最大）： 0-50mm

火焰 Z轴行程（最大）： 0-25mm

移动速度： 0-4 mm/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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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气体： 氢气

气体流量控制器规格： 0-300ml/min

重复精度： ±0.2%F.S

准确度： ±0.2%F.S

1-2-3封装组件

封装温度： 0--1500C

温度调整： 两端温度可独立调整

1-2-4控制部件

高稳定度光功率计： 专用

控制用计算机： 586/133/1G/400G以上

控制卡及接口卡： 专用

控制软件： 专用

1-2-5电源

交流电压： AC 220V ，50-60Hz

直流电源： DC5V，DC24V，D4C12V

电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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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备安装

2-1注意事项

由于该设备为精密机械设备，故不能有强烈的外力冲击。

必须检查氢气及氧气管道和减压阀的连接是否完好。减压阀的

压力显示值应设定在 1kgf/CM2。

氢气和氧气瓶的阀门完好。

氢气和氧气气路必须加装回火防止器和报警器。

设备必须安放在湿度、温度稳定的工作环境中。

设备应处在一个没有振动的场所。

电源应相对稳定。

2-2设备安装

1）环境要求

 设备必须安置在没有风，且湿度和温度相对稳定的环境中。

 设备必须保持平衡。

 设备安置必须远离可燃物体。

 设备周围必须保持干净和整洁。

 环境温度：10℃-40℃；

 环境相对湿度：≤85%。



6

2）设备的连接

IPCS-5000-SMT型光纤熔融拉锥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其连接只

需按设备的标识即可方便完成连接。图 2-1所示是整个熔融拉锥系统，

它是由熔融拉锥主机、工控机和显示器组成。

图 2-1 熔融拉锥系统

图 2-2所示是熔融拉锥机右前面板，其中“CH1”、“CH2”为光

探测器，用于光功率的接收。“Vacuum”为真空泵开关。图 2-3所示

是熔融拉锥机左前面板，“H1”、“H2”用于左右电加热丝的温度调节。

图 2-4所示是熔融拉锥机主机后面板。图 2-5所示是控制用电脑后面

板示意图。按照面板上的标识可以将拉锥机主机与工控机连接起来。

为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在设备连接时，请按照两部分设备后面的标

识进行准确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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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熔融拉锥机右前面板

图 2-3 熔融拉锥机左前面板

图 2-4 熔融拉锥机主机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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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电脑主机后面板

3）气路的连接

 气路采用直连式的连接方法。

图 2-6所示为氢气发生器后面板示意图。气路软管与氢气发

生器的连接方式。

 连接完成后必须检查以下内容：

a) 气体管路是否漏气。

b) 气体压力必须控制在 1kgf/cm2（这针对于采用氢气钢瓶）。

c) 所有阀门必须在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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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软管与氢气发生器的连接

本系统氢气源的提供采用氢气发生器作为气体源。关于氢气

发生器的使用与注意事项请参阅“XYH-300（500）型氢气发生器”

使用说明书。

4）光源的连接

 在制作不同器件时必须先确定所需光源的波长。

 光纤端面必须保持干净、平整。

 正确连接光源的电源。

2-3 机台校正

虽然各机台的机械结构尺寸相容，但仍存有些许误差，所以为了

调整各机台间机械位置上的偏差，需依以下的步骤将其间的误差降至

最小，以降低机台之间的烧结参数设定值。

1) 光纤拉锥机拉锥平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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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拉伸平台其功能为固定熔融拉锥时光纤位置，所以平台的位

置决定了光纤固定时的状态，依下列步骤来调整至光纤拉伸平台的正

确位置。

a) 将光纤平台上真空吸附板取下，取一卡尺并横垮于两平台上，

如图 2-7所示。施加一力于左侧平台上方的卡尺上，使卡尺平

贴于平台，再观测右平台与卡尺之间是否存有间隙。

施力

加垫片

卡尺

图 2-7

b) 同样，于右侧平台卡尺上施力，使卡尺与右侧平台平贴，再观

测左侧平台与卡尺间是否存有间隙。

c) 若有间隙，在夹具底部与固定底板连接处加一垫片，将较低一

方的平台垫高。

d) 将卡尺移至平台前侧，如图 2-8所示，按照上述 a、b方法检视

两平台是否有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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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尺

固定螺丝

图 2-8

e) 若有间隙，松开夹具底部与固定底板连接处的固定螺丝，使较

突出的一方平台内缩。

f) 将真空夹具上的吸附板分别安装于左右夹具上，并将其中一片

吸附板紧贴住真空侧板，如图 2-9所示。

图 2- 9

g) 取塞规，选取厚度 0.45垂直插入真空吸附板中间，使两片吸附

板与塞规平行紧贴，如图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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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2) 封装平台调整

封装平台的调整是以光纤平台为基准，以调整封装平台与光纤位

置的偏差。

a) 将光纤固定在拉伸平台上方后，选择参数界面，点“Pack-T”

使封装架进位。

点选取“Package Stage Parameter”数组中的“Step F/B

Distance”后面的上下箭头，调整封装平台前后位置；点选“Step

U/D Distance”后面的上下箭头，调整封装平台上下位置。调整

封装平台至接近光纤处，检视石英半圆槽凹槽处是否与光纤成一

平行。

b) 若发现封装平台边缘与光纤存在有偏斜情况，松开封装平台力

臂与固定片的螺丝后，调整力臂左右，使平台与光纤成平行状

态。

c) 若平台上缘与光纤未成平行状况，松开封装平台与力臂间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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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调整封装平台位置。

3) 火焰位置调整

选择参数界面，点“Torch-T”健，使火焰进位。

点选“Torch Stage Parameter”数组中的“Step F/B Distance”

后面的上下箭头，调整火焰前后位置；点选“Step R/L Distance”

后面的上下箭头，调整火焰左右位置；点选“Step U/D Distance”

后面的上下箭头，调整火焰上下位置。调整目的是使火焰位置在被

加工光纤的上方。

调整数值的大小可以由光标停在哪一位上决定，即光标停在个

位数上，点动上下箭头，则各位数上的值发生变动；若光标停在小

数点后面第两位上，点动上下箭头，则数值的变化只发生在小数点

后面第二位上。

4) 功率机调整

功率机的校准一般设备在出厂前都已经做过校准，通常客户

不需在做校准。

图 2-11 所示为熔融拉锥机专用功率机板卡。图上标注有

“CH1”、“CH2”、“零点 1”、“零点 2”、“平衡 1”、“平衡 2”的

字符他们的作用分别是：

“CH1”、“CH2”— 连接光电探测器。

“零点 1”、“零点 2”— 用于调节通道的零点。当探测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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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功率输入时，P1、P2有较大的值显示时可以通过这两个电位

器进行小范围调节。

“平衡 1”、“平衡 2”— 用于调节两个通道的大值。在两个

通道的零点相同时，输入相同量级的光信号，P1、P2显示值有较

大的差异时可以通过调节这两个电位器。

图 2-11 功率机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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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件系统安装

IPCS-5000-SMT型光纤熔融拉锥系统软件必须与本公司所生产

的熔融拉锥机配合使用才能保证其正常运行。

1) 运行环境要求

 CPU速度：≥ 330MHZ

 内存：≥ 2G

 硬盘：≥ 400G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2) 软件安装

本公司随拉锥机配套提供的计算机内已安装了控制软件。

注:若采用液晶显示器显示分辨率设置为 1440×900、刷新频率为

6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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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操作软件说明

4-1控制系统主界面

在运行软件之前，请确保已正常打开熔融拉锥机主机、光源、光

功率计、工控机等电源。

启动计算机，双击计算机桌面上的 “Coupler”图标，启动

IPCS-5000-SMT系统控制软件。IPCS-5000-SMT控制系统主菜单，

如图 4-1所示。

图 4-1 控制系统主菜单

主菜单中包括四个功能菜单：“Process”、“Parameter”、

“Image” 、“Record”。

在本控制软件中，数值调整的大小及调整精度可以由光标停在哪

一位上决定，即光标停在个位数上，点动上下箭头，则个位数上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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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动；若光标停在十位数上，点动上下箭头，则十位数上的值发

生变动同样；同样，若光标停在小数点后面第两位上，点动上下箭头，

则数值的变化只发生在小数点后面第二位上。

4-2 “Process”界面：

在这个界面中，包含了熔融拉锥过程中的主要参数设置。界面的

上半部分区域为图形显示区，它主要用于显示熔融拉锥过程中光功率

的实时变化曲线、分光比曲线等，同时，在图像区下方以数值形式显

示相应的光功率、分光比、插损、附加损耗以及拉伸长度和拉伸速度

等值。

“Process”菜单中各功能健介绍：

1) “Product Information” — 用于填写产品名称和产品序列

号。

在完成拉锥过程后，点“Home”键，确认保存数据后这部分

的信息也将被保存，产品序列号自动累加。

2)“Rotation Step Control” — 用于左右旋转夹具运行参数设

置。

3)“Rotation Option” — 旋转夹具连续旋转模式的设定。

4) “R _Home” — 用于旋转夹具的复位。

5)“R _ Set”— 用于设定或校正左右旋转夹具之间的角度差。

6) “R _ Reset”— 用于旋转夹具位置值的清零。

注：IPCS-5000-SMT型拉锥机不具有 2)，3)，4)，5)，6)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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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ave As” — 对设定参数的保存。

8)“Call” — 调用被保存的参数。

9)“Emergency Stop” — 紧急停止按钮，用于设备出现异常情

况（电机将要发生碰撞等）时急停。

10)“停止”— 关闭所有功能。

11) “Stop Condition” — 拉锥过程控停方式的选择。

可以有三种不同方式的选择，即可以按设定的长度停机、按

分光比停机和按分光比加循环周期停机。

12)“Process Option”— 拉锥过程中相关参数过程化控制。

“Torch Scan”用于火焰左右扫描，扫描宽度和速度在参数

界面中进行设置。

“Fixture Rotating”用于旋转夹具连续旋转的开启，这个是

和“Rotation Option”中的功能配合使用。

“H2 Flow Variable , O2 Flow Variable”用于拉锥过程中有需

要氢气、氧气有变流量的情况。

13)“Flow Control” — 用于氢气、氧气流量计的开启/关闭和设

定。

“H2Set”、“O2 Set”用于开启和关闭氢气、氧气阀门，气体

流量的大小通过后面的上下箭头进行设定。

“H2Flow”、“O2 Flow”是实际反馈值。

注：氢-氧混合只是针对大芯径拉锥机。

14)“Torch Control” — 火焰位置的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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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点“Pull”后，火焰进位后位置有一些需要调整时可以使用

此功能。使用方法是，绿灯亮起则该功能起作用；绿灯灭则此功

能不起作用。

15)“Package Control”— 封装架位置的微调整。

拉锥完成点“Package Control”键，封装架前进上升有需要

进行微调时可以使用此功能。

16)“Initialize”— 主拉锥平台、火焰、封装平台位置的初始化。

17)“Tension” — 单步正拉伸。

此功能用于少量的拉伸，单步拉伸的长度、拉伸速度在

“Parameter”界面中进行设定。这个过程中，火焰是不参与工作

的。

18)“R-Tension” — 单步负拉伸。

此功能键相比较“Tension”键，它真好是反向运动的过程，

它的拉伸长度和拉伸速度的值与“Tension”设定的值相同。

19)“Pre-Pull” — 光纤预拉伸。

工艺上需要对某一根光纤先进行一定量的熔融拉锥，然后再

与其他未被熔拉的光纤一起进行熔融拉锥时此功能有用。这个过

程中火焰也要参加工作的。

20)“Pull” — 光纤主拉锥平台开始运动与停止拉锥。

21)“Package” — 封装架开启。

22)“Home” — 拉锥结束后复位。

4-3“Parameter”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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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界面主要用于火焰位置的调整、封装架位置的调整、光纤主

拉伸平台位置的调整，以及拉锥过程中对气体流量变化等的控制。如

图 4-2所示。

图 4-2 参数设置界面

“Parameter”界面中各功能键介绍

1) Speed Parameter

这组参数是用于拉锥过程中拉锥速度调整之用，从上至下有

五个档位可以选择。设置时按不同拉伸长度设定相应的拉伸速度。

每组参数前面的绿灯亮起，则该功能被启用；反之，则该变速功

能不能被启动。

2) Variable H2 Flow Parameter

这组参数用于设定拉锥过程中，在不同拉伸长度时不同的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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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输出，有五个档位可以设定。在不同的拉伸长度下可以有

不同的气体流量输出，可以是随着拉伸长度的增加流量输出逐渐

递增；亦可以是随着拉伸长度增加流量输出逐渐递减。参数前面

的绿灯亮起，则该组的参数被启用；反之，则该组参数不被启用。

3) Variable O2 Flow Parameter

这组参数用于设定拉锥过程中，在不同拉伸长度时不同的氧

气流量输出，有五个档位可以设定。在不同的拉伸长度下可以有

不同的气体流量输出，可以是随着拉伸长度的增加流量输出逐渐

递增；亦可以是随着拉伸长度增加流量输出逐渐递减。只有参数

前面的绿灯亮起，则该组的参数被启用；反之，则该组参数不被

启用。

4) Main Stage Parameter

在这个参数组中可以设定光纤拉锥平台的初始位置/速度、单

步点动长度/速度、预拉伸长度/速度、火焰进/出的延时。

点选“Main _ T”使绿灯亮起，则光纤拉锥平台按设定值进

行拉伸运动；再次点选“Main _ T”则光纤拉锥平台进入复位中。

数值调整可以通过点上下箭头，也可以将光标停留在数值的不同

位数，再点上下箭头，则光标停留的位数数值就可被调整。

5) Torch Stage Parameter

这组参数组主要用于对火焰的三维位置进行设置于调整。即

火焰的前后（F/B）位置/移动速度、火焰左右（R/L）位置/移动速

度、火焰上下（U/D）位置/移动速度。点击“Torch _ T”，绿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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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焰按设定值进行运动。若设定的位置不够理想，可以点击

数值前面的上下箭头进行调整，调整到位结束调整，点“Torch _ T”

健，火焰复位，绿灯熄灭。

火焰的扫描宽度和扫描速度可以在这组参数中进行设定。

6) Package Stage Parameter

在这组参数组中主要用于对封装架的二维位置进行设置与调

整。封装架的前后（F/B）位置/移动速度、封装架的上下（U/D）

位置/移动速度。点击“Pack _ T”，绿灯亮起，封装架按设定值进

行运动。若设定的位置不够理想，可以点击数值前面的上下箭头

进行调整，调整到位结束调整，点“Pack _ T”健，封装架复位，

绿灯熄灭。

7) General Parameter File

该数组主要作用是对修改后的文件进行保存以及日后参数文

件的调用。“Save As”用于参数的保存，“Call”用于参数的调用，

“Confirm”只是对修改的参数文件作临时保存。“Parameter”界

面中的“Save As”、“Call”与“Process”界面中的功能相同。

4-4“Image”

对应于主界面中的“Image”健，启动这个键就会开启 CCD，

并将采集的图像显示与框中。点击“Return”键即可返回主菜单

中。

注：IPCS-5000-SMT型拉锥机不具有此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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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Record”

对于当天所做的器件进行记录，如图 4-3所示。记录内容主

要包括产品名称和序列号，以及所做器件的性能指标；数据的记

录必须是在拉锥结束后点“Home”键后，点确认保存后才会被记

录下来，否则数据将不被记录。

设备运行时间久了会有过多的数据被保存，如果需要清理的

话可以将 E盘中 “temp.exl”的文件打开进行清理。

图 4-3 器件数据记录

4-6“Quit”

整个熔融拉锥操作完成后，点击软件界面右上方的退出键，

则退出整个控制软件系统，回到电脑的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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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操作流程说明

在本章节中主要讲叙熔锥型光纤器件的制作过程，整个操作流程

的表述如下：

1）光纤的准备。

2）打开拉锥机、计算机电源，打开氢气和氧气阀门，调节好气体压

力。

3）打开激光光源，接入监控光源

4）双击计算机桌面上的“Coupler”进入“控制系统主界面”。填写

产品信息与产品序列号。

5）点击“Parameter”进入熔融拉锥参数设置界面对相关参数进行

设定。

6）点击“Confirm”按钮切换至“Process”界面。

7）点击“Initialize”使拉锥机进入准备状态。

8）点击“H2 Set”绿灯亮起，氢气开启并将气体点燃。

9）安装光纤并锁紧光纤。

10）点击“Pull”键开始拉制器件。

11）停机后点击“Package”键进行器件封装。

12）封装结束后取下器件，点击“Home”使机器复位并处于准备状

态。

13）点击“H2 Set”关闭气体。

14）点击“Save as”将当天的参数保存在指定文件夹。

15）点击“退出”退出界面，关闭所有电源及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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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

气体的开启和关闭必须是：

开机时，先开氢气后开氧气；关机时，先关氧气后关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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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设备维护保养与操作注意事项

1、火源位置的调整

设备经一段时间的使用火源位置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时可以

通过“Parameter”中的“Torch-T”键进行位置调整。

2、探测器的清洁与调整

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探测器表面会沾有灰尘，这时可用棉纤沾酒

精轻轻擦试探测器。当两个探测器的探测功率有较大差异时可以参照

第二章 3-2节中的“功率机调整”的描述进行调整。

3、若系统发生故障，将系统重新启动。

4、不建议用户擅自重装系统。

5、建议控制用电脑尽可能不与其他设备共享。

6、平时应对整个设备做好经常性的清洁与保养。

7、经常检查氢气管道是否有漏气。

8、检查氢气发生器电解液的液面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