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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技术参数
适用光纤类型

光纤加热槽

熔接损耗

熔接模式

＊ SM(ITU-TG.652) / MM(ITU-TG.651) / DS(ITU-TG.653) / NZDS(ITU-TG.655) / 
     ITU-TG.657
＊适用芯数类型：单芯
＊适用光纤 / 光缆直径 :
    0.25mm/0.9mm/2.0mm/2.4mm/3.0mm/IndoorCable( 皮线缆 ) 
＊适用光纤直径 : 包层直径 :80-150um/ 涂覆层直径 :100-1000um 

用同根光纤进行接续，采用 ITU-T 标准剪断法测量其熔接点损耗的典型值为：
＊ SM:0.03dB
＊ MM:0.02dB
＊ DS:0.05dB
＊ NZDS:0.05dB
＊ G.657：0.03dB

＊使用 7 种热缩套管：
  10mm, 20mm, 30mm, 40mm, 50mm,60mm,s40mm(thin sleeve)
＊加热时间：20-900s 可选。
＊典型加热时间：25s。
＊加热模式：预置 5 种加热模式。
＊加热器：IFS-15M 系列加热器

＊预置 7 种熔接模式
＊内部可存储 2000 个最新熔接结果记录
＊熔接时间：SM  FAST 模式：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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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源

尺寸和重量

环境条件

其他

＊交流电源的正常供电电压为：AC100~240V，50~60Hz。
＊直流电源的正常供电电压为：DC 9~14V。
＊锂电池的输出电压为：DC 11.1V，4.2Ah，完全充电时间约为 3 小时。

＊尺寸：长 × 宽 × 高 = 131 mm×142mm×130mm 。
＊重量：1.78kg( 含电池 )/1.49kg。

＊操作条件：海拔 0~5000m，0~95% 相对湿度，-10~50℃ ,15m/s 最大风速。
＊存储条件：0~95% 相对湿度，-40~80℃；电池：-20~30℃长期储存。

＊观察与显示方式：两个摄像头，4.3 英寸高清彩色液晶显示屏。
＊ X/Y 单纤显示（放大 300 倍）或同时显示 X 和 Y（放大 180 倍）。
＊拉力测试：1.96~2.25N。
＊端口：MINI-USB。

电池的注意事项
一、禁止用尖锐部件碰撞电池；
二、禁止将电池与金属物一起运输或储存；
三、禁止抛掷、坠落、冲击、弯曲电池，禁止用锤子敲击电池 或踩踏电池；
四、禁止用金属物如电线短路连接电池正负极；
五、禁止电池的正极或负极与电芯的外包装铝塑膜材料的铝层相短路；
六、禁止任何情况下拆卸电芯；
七、禁止将电池浸入水中或海水中，电芯不能受潮；
八、禁止在热源旁（如火、加热器等）使用或放置电池；
九、禁止将电池加热或丢入水中；
十、禁止直接焊接电池；
十一、禁止在火旁或很热的环境中给电池充电；
十二、禁止将电池放入微波炉或高压容器内；
十三、禁止在高温下（如强阳光或很热的汽车里）长期使用或放置电池，否则会引
起电池过热、起火或者功能衰退、寿命减少；
十四、禁止使用已经损坏的电池，出现电解液泄漏或散发电解液气味的电池应远离
火源以避免电池着火或爆炸；
十五、如有电解液泄漏而接触到皮肤或身体其它部位，应立即用清水冲洗，电解液
如接触到眼睛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后就近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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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安装
安全提醒及预防措施

IFS-15M+ 是为熔接通信用石英玻璃光纤设计的，不能用于其他任何目的，这一点
非常重要。 熔接机是非常精密的仪器，携带时应该非常小心。在使用和携带 IFS-
15M+ 时应始终遵循下列安全条例和通用规范。不采取这些安全措施或不遵从本手册
任何地方所述的警告和注意事项，将会违反熔接机设计、制造和使用的安全标准。
INNO 对于用户违反这些要求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

①不要在易燃易爆的地方使用熔接机。
②打开熔接机防风盖时，不要触碰电极棒。

③除了在本手册中声明的允许用户自行更换的部件之外，请不要擅自拆装熔接机的
任何部件。更换部件和内部调整只能由 INNO 或由其委托授权的维修人员进行。
④连接电池充电适配器电源线时要小心，把插头从插座上取下时，不要拉着电源线， 
握住插头。必须确保电源线的完好，以防止发生火灾或触电的危险。
⑤禁止在有易燃液体或易燃气体的环境中使用熔接机，否则将导致火灾、爆炸等严
重后果。不要在任何热源或高温的地方使用熔接机，否则可能会造成触电，熔接机
性能降低，甚至损坏设备。
⑥制备光纤和熔接过程中要佩戴防护眼镜，否则光纤碎屑进入眼睛、皮肤或被吞食
都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⑦当熔接机遇到下列情况后，请马上关闭电源并将适配器从熔接机的电源输入口处
拔除。
- 冒烟、异味、异响或加热异常；
- 液体、异物进入熔接机内部；
- 机器损坏或摔坏；
如果遇到这些故障，请立即联系维修中心。如未及时采取措施，而置其于故障状态，
可能会导致机器彻底报废甚至造成火灾、人体伤害或死亡。
⑧不要用压缩或罐装的气体清洁剂清洁熔接机，否则熔接时产生的电弧会点燃遗留
的可燃物。
⑨请仅使用专用于 IFS-15M+ 的适配器。如果使用不适当的交流电源可能导致冒烟、
电击和设备损坏，甚至会造成火灾、人体伤害或死亡。
⑩请仅使用专用的交流电源线。不要在电源线上放置重物，不要使电源线受热或改
动电源线。不合适的或者损坏的电源线可能会导致冒烟、电击和设备损坏，甚至会
造成火灾、人体伤害或死亡。

操作安全警告

注：熔接机只能使用专业的电极棒。更换电极请选择维护菜单中
的更换电极选项，或必须提前关闭熔接机电源。在未安装成对电
极棒时坚决不允许进行放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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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始界面下，按“确认键”进入调节 LCD 背光亮度界面，触摸控点调节。

光纤熔接前，需进行三个步骤： 
1 涂层剥离
至少剥开护套留出 50mm 涂层（松套光纤
和紧套光纤相同）。用剥纤钳除去涂覆层，
长度为 30~40mm。
2 用蘸有酒精的棉纸清洁光纤。
3 光纤切割
使用高精密的切割工具切断光纤。
为保证熔接质量，应采用高精密的切割刀
进行切割，如 INNO VF 系列光纤切割刀，
并严格控制光纤切割的长度（如下图所
示）。

重要 !
确保裸光纤及其切面不被弄脏。
- 避免将光纤放置在脏的台面上
- 避免光纤在空气中摇来摇去
- 检查 V 型槽是否干净，如不干净则必须
用蘸有酒精的棉签进行清洁
- 检查压锤是否干净，如不干净则必须用
蘸有酒精的棉签进行清洁

调整 LCD 背光的亮度

注：熔接机的液晶显示屏是在严格控制质量的工厂环境里生产出
来的精密器件。但屏幕上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颜色的小圆点；
同时，根据观察屏幕视角的不同，显示器的亮度也会稍有不同；这
些症状并不是 LCD 显示屏的缺陷，属于自然现象。

准备光纤

注意： 

记住在光纤预处理时套

上热缩套管

光纤切割长度示例：

≥10mm ≥10mm

使用蓝色V型槽
(裸光纤夹具)

紧包层 涂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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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熔接模式

显示当前的熔接模式

IFS-15M+ 有一个简洁明了、便于操作的模式选择菜单。菜单中的各个熔接模式定
义了熔接电流、熔接时间、及熔接的各项重要参数。选择合适的熔接模式非常必要。
通常的光纤组合熔接模式有一个“预定义”的数值。这样，可以使许多不常用的光
纤组合参数的优化、熔接模式的修改变得容易。

当前熔接模式将显示在操作界面的顶部。（如图）

当前有效的熔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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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熔接模式

①进入熔接菜单。

②选择熔接模式。

③选择熔接模式。

④查看被选中的熔接模式，
按 “RESET”返回初始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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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熔接步骤
这一节阐述了自动熔接的步骤及其相关的参数。一般的熔接过程可以分为预熔及熔
接两个步骤。

在预熔过程中，熔接机将进行自动对芯及聚焦，由一个低的预熔电流产生的电弧作
用于光纤进行清洁。预熔光纤图像将被拍摄，用户可以通过这个预熔图像发现存在
的所有问题，例如光纤预处理不好等；熔接机将在光纤进行正式熔接前发出警告。

在熔接过程中，光纤将受到如下描述的五种不同的电流作用而最终熔接到一起。熔
接期间改变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光纤间的距离。在预熔期间，光纤是分开的。随着主
电流相位的变化，光纤将逐渐被熔接在一起。

熔接过程中最重要的参数是每个相位所对应的放电时间和电流强度 ( 如下图所示）。
这些相位的名称和目的，以及各参数对熔接的重要性将在下一小节 “一般熔接过程
的熔接参数”中具体描述。下图显示了放电条件（“放电强度”和“马达运转”之
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下面列出的熔接参数来改变放电条件。有些参数是
熔接模式固有的，不能改变。

预熔

熔接

熔接过程

放电条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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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熔接过程的熔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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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熔接选项
熔接模式的设置
进入【熔接选项】菜单 , 通过触控改变熔接
选项。

如果自动开始设置成 " ON"，那么只要防风盖关闭就会自动开始熔接。光纤应提
前制备好，并放入熔接机中。

较长时间的【暂停二】状态之后, 对准可能失效。因此，【暂停二】状态之后，
熔接机执行再对准功能。该功能设置成“OFF”将阻止再对准功能。当熔接 光
纤在暂停二造成轴向位移时，建议使用手动熔接模式，而不使用重对准设置 ，
该项功能设置为“OFF”。

设置为“OFF”，使熔接机在出现“切割角度错误”提醒时，忽略错误，继 续
完成熔接。

如果“暂停二”设置成“ON”，光纤对准完成之后，运行暂停。

如果“暂停一”设置为“ON”状态，熔接过程会在光纤推进到间距设定完毕时
停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切割角度的数值。

设置为“OFF”，在熔接机出现“损耗过大”、“纤芯夹角过大”、“气泡 ”
、“纤芯太粗”、“纤芯太细”等提醒时，忽略错误，继续完成熔接。

自动开始

暂停一

暂停二

暂停二后
重对准

切割角度

暂停一

对准

暂停二

损耗

粗

细

放电

估算

间隔设定

显示屏的光纤图像

忽略熔接错误

参数 描述

纤芯角度
设置为“OFF”，使熔接机在出现“纤芯角度过大”提醒时，忽略错误，继续完
成熔接。



23PAGE

User’s Manual
INNO Instrument, Inc.

第六章 – 加热模式
熔接机内预设 5 种加热模式，其余用户可自定义。选择与所用热缩套管最匹配的加
热模式。
针对每一种热缩套管，IFS-15M+ 都有一种最合适的加热模式，这些模式都可以在
数据库中找到参考。拷贝相对应的模板，并将它粘贴到用户自定义的位置，用户可
以编辑其参数。

用户需要进入【加热模式】菜单，选择合适的加热模式。

①进入【加热模式菜单】

②进入【选择加热模式】

加热模板

标准60mm 保护套管。

标准40mm 保护套管。

60mm

40mm

参数 描述

选择加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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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选择加热模式。 

②进入编辑的模式。 

④查看被选中的加热模式，按 
  RESET 返回初始界面。

存储在加热模式里的加热条件可以被编辑和修改。
①进入【加热模式】菜单，选择【编辑加热模式】。

编辑加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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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过触控来编辑需要修改的
参数。

① 通过主菜单，进入【加热模
     式】菜单。
② 选择【删除加热模式】。
③ 选择你要删除的加热模式。

删除加热模式

加热模式参数
加热模式参数

设置热缩套管类型，屏幕上显示出所有的加热模式的列表。被选择的模式将被拷
贝到用户可编辑区域中。

设置热缩管长度。
Long:30mm以上保护套管。
Short:30mm(含)以下保护套管。

设置加热温度。

加热模式的名称，在熔接/加热过程中显示在屏幕的右下方，最大字符数为5。

加热模式的名称。

设置从开始加热到加热结束的时间。

模板

名称 

注

加热控制

加热温度

加热时间

参数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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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机具有完成例行维护的能力。这一章阐述如何使用维护菜单。

①进入【维护菜单】。
②选择想要执行的功能。

电极由于使用而磨损，因此必须根据氧化物的聚集程度定期清除。推荐 2500 次放电
之后更换电极。当电极放电次数达到 2500 次，开机后将会提示“更换电极棒”。长
期使用而不更换电极，将会造成熔接损耗变大，并且降低熔接后的强度。

①在【维护菜单】下执行【更换电极】。
②取出旧的电极。
     (I) 松开固定在电极盖的螺丝 。
     (II) 取出电极盖。（电极棒被固定在在电极盖里）
     (III) 松开电极压块螺丝，取下电极压块。
     (IV) 取下电极。

第七章 维护菜单

更换电极

执行更换电极程序

松开螺丝

电极盖

收紧螺丝

拿掉旧的电极
安装新的电极

④用蘸有酒精的清洁纱布或无尘布清洁新电极棒，然后安装到熔接机里。
    (I) 将电极棒装在机器上，保证尾端靠紧。
    (II) 将电极压块装回熔接机内，拧紧螺丝。
    (III) 将电极盖装回熔接机内，打上螺丝。

⑤ INNO 强烈建议在更换电极后，要做稳定电极和放电校正（具体操作方法会在下
面阐述），否则无法保证较好的熔接损耗和熔接强度。

取下电极压块取出电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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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电极

自我诊断试验

当外界环境突然发生变化时，放电强度有时会变得不稳定，从而导致熔接损耗增大。
特别是当熔接机从低海拔地区移至高海拔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放电强度。在
这种情况下，熔接机可以通过稳定电极加快稳定放电强度的过程，需要做多次试验
直到【放电校正】显示“检验通过”为止。

①选择 【稳定电极】。
②将预先准备好的光纤放到熔接机里。
③按 SET 键后熔接机将按下列流程自动执行稳定电极：
  ◆重复放电 5 次确定大致电极位置。
  ◆快速熔接光纤。
  ◆连续执行 20 次稳定电极精确测量电极位置。

IFS-15M+ 具有内置的诊断测试功能，使用者只需一个简单步骤就可以对熔接机几
个主要的易变参数进行测评。倘若熔接机遇到操作故障，可执行该项功能。

①进入【维护菜单】选择【自
我诊断试验】。

②在【自我诊断】试验中，有如下试验功能：

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测试并调整照明LED 的亮度。

自动校准  个电机的转速。

自动校准放电强度因数及光纤熔接位置。

亮度检测

灰尘检查

电机校准

放电校正

1

2

3

4

检查项目 描述

检查光路通道上是否有灰尘或脏物并判断是否影响到对光纤的观测。如
果污染物存在，按两次返回键显示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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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尘检查

电机校准

放电校正

熔接机通过成像来检测光纤、摄像头、物镜及反光镜上影响观测结果并可能导致不
良熔接结果的灰尘及脏物，该功能可以检查光通道上的灰尘并判断是否会影响到熔
接质量。

（1）选择【维护菜单】中的【灰尘检查】。
（2）如果熔接机内放置了光纤，取出光纤，按 SET 键开始灰尘检查。
（3）如果在检测中发现灰尘，屏幕会提示“镜头上发现灰尘”。按两次返回键，屏
     幕上将显示灰尘的位置。清洁物镜和反光镜，再次做【灰尘检查】，直到屏幕
     提示【操作完成】。

出厂前马达已经调整好。当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设置可能发生改变。这个功能自
动校准 4 个马达的速度。

（1）在【维护菜单】下选择【电机校准】。
（2）制备光纤并放入熔接机，按 SET 键。
（3）所有马达的转速将会自动校准，完成之后会提示“操作完成”。

大气环境诸如：温度、湿度、气压总是在不断变化，这使得放电的温度也在不断变化。
IFS-15M+ 内部配有温度和气压传感器，能够把外界环境的参数反馈给控制系统来
调整放电强度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由于电机的磨损和光纤碎屑粘连而造
成的放电强度的改变无法进行自动修正，而且放电中心位置有时会向左或向右移动。
在这种情况下，光纤熔接位置会相对于放电中心偏移，此时需要执行一次放电校正
来解决这些问题。

操作步骤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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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①在【维护菜单】下选择【放电校正】，显示放电校正画面。
②制备光纤并放入熔接机，按 SET 开始放电校正。

③每次放电校正后，熔接机会显示两个数值，如果右侧数值达到 11±2 时，熔接机
会提示操作完成，否则重新切割光纤进行放电校正，直到提示操作完成。

设定电极使用提醒，INNO 建议每熔接 2500 次更换新的电极，确保高质量的熔接。
①在【维护菜单】下选择【电极设定】。
②设置电极使用提醒和电极使用警告。

①在【维护菜单】中选择【软件升级】。
②熔接机会自动进行软件升级，升级完成后熔接机会自动重新启动。

电极设定

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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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功能及应用
数据存储

系统设置

熔接机内最多可存储 2000 个熔接结果。根据熔接模式不同，存储的数据内容也不同。

存储在熔接机里的存储结果可以显示出来。
进入【数据存储】菜单，选择【显示熔接记录】进行查看。

熔接记录可以部分或全部删除。
①选择【清除熔接记录】选项，输入需要删除的起始记录索引及结束记录索引。

②选择【执行清除记录】。

如果用户不希望存储熔接记录，【熔接数据储存】选项中选 <OFF>。

显示熔接记录

清除熔接记录

取消数据存储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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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熔接损耗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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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光纤或清洁放电时
没有将灰尘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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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报错信息表
在使用熔接机过程中，如果屏幕上出现错误信息提示，请参阅下表中的处理方法。
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可能是熔接机发生了故障，请与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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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以下内容给出了一些常见故障的解决办法，供用户参考。当出现用户解决不了的情
况时，请与代理商联系。
1 按 ON/OFF 键无法关机
  ★长按 ON/OFF 键，直到 LED 闪烁，松开按键，熔接机关机。
2 满电的电池不能完成多次熔接
  ★开启省电功能
  ★当出现记忆效应电量降低或电池经过很长时间存放后，要将电量彻底放掉，之后
   给电池重新充电。
  ★电池的使用寿命已到，更换电池。
  ★在过低的温度下使用电池。
3 熔接机报错
  ★请参见附件二。
4 熔接损耗偏大
  ★清洁 V 型槽，光纤压锤，反光镜。
  ★更换电极棒。
  ★参见附件一。
  ★光纤的切割角度，放电条件，光纤的切割程度都会影响熔接损耗。
5 显示器突然关闭
  ★当开启省电功能时，熔接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无操作后会自动关闭显示器。此时
   按任意键熔接机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6 熔接机突然关机
  ★当开启省电功能时，熔接机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无操作后会自动关闭。
7 熔接损耗估算与实际损耗值不一致
  ★熔接损耗估算是通过计算的出来的数值，只能作为参考。
  ★熔接机的光学部件需要清洁。
8 热缩套管没有完全收缩
  ★延长加热时间。
9 如何取消加热
    ★在加热过程中想要终止加热，请按 HEAT 键，按下后加热 LED 会熄灭。
10 热缩套管收缩后粘在了加热槽内
    ★用一根细棉签或软棒取出热缩套管。
11 忘记密码
    ★请与代理商联系。
12 做过放电校正后，放电强度没有发生改变
    ★放电校正改变的是内部的条件参数，熔接模式中的放电强度值是不会发生变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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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执行某些需要放入光纤的维护功能时，忘记放光纤了
    ★此时按返回键无效。需要开启防风盖，将切割好的光纤放入熔接机，按 SET 键
    继续执行，或按 RESET。
14 升级失败
    ★当用户首次使用一个以前未与熔接机连接过的 U 盘升级时，熔接机可能无法正  
     确识别升级文件，需要将 U 盘重新插拔一下，并重启熔接机。
    ★检查升级文件名称，格式是否是正确的。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与代理商联系。
15 其他
  ★请看光盘内视频教程。



* 规格与产品型号可能会有变动，无需另行通知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