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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Am 系列台式显微镜
自动实现多光纤连接器检测和分析

全新 FVAm™ 系列扩展了业界领先的 VIAVI Solutions FV 产品系列，配备适用于
多光纤连接器（例如 MPO）的全自动检测解决方案。这款全功能系统可自动检
测和分析 MPO 或其他多光纤连接器的每条光纤，并具有出色的可靠性和速度。
利用 FVAm 系列台式显微镜，制造工厂能够在生产的每个阶段确保 MPO 中继
线缆和组件达到最佳质量和性能。

保证可靠的 MPO 生产质量
造成光网络故障的首要原因是连接器受到污染。这促使业界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了 IEC 61300-3-35 全球标准，
建立了光纤连接器端面在质量和清洁度方面的验收标准。
借助100%自动化操作，实验室和生产技术人员可对所需的
一切进行检测，并分析 MPO 连接器和端面来确保质量。
yy 只需按一下按钮，便可进行自动对焦、平移以及通过/未
通过分析
yy 可选的集成式触屏显示器为用户提供了完全控制权，
可以查看实时图像和分析结果、执行跨端面平移以查看
每条光纤、配置测试要求，并且可以轻松地在结果之间
导航
yy 可选择您需要的验收标准，包括 IEC-61300-3-35 或客
户特定要求

优点
yy
yy
yy
yy

保证可靠的 MPO 生产质量
在每个阶段优化生产工作流程
根据客户要求和行业标准对 MPO 端面质量进行认证
利用快速可靠的功能简化检测方法

特性
全自动 MPO 检测和分析
无需 PC 也可进行分析
生成认证报告并将测试数据存档
定位并确定缺陷及划痕
利用全新的 FMAG 系列磁适配器，可轻松地在连接
器配置之间切换
yy 自带或 FiberChekPRO™ 中的直观 UI
yy 与 VIAVI PCT 系统集成
yy 附带（或不带）内置触摸屏视频显示
yy
yy
yy
yy
yy

技术数据表

在每个阶段优化生产工作流程
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管理干净的 MPO 连接需要系统化、主动化的方法，许多技术人员发现这些方法麻烦、混乱不堪而且很
耗时。FVAm 在设计时考虑了大批量生产用途，因此可以在任何阶段轻松快捷地进行检测。从确保良好的 MPO 端面研磨质
量，到执行性能测试或准备最终装运，MPO 生产流程每个阶段的技术人员都可以对 FVAm 进行自定义以最好地满足其检测需求。
生产阶段
研磨后
中跨设备测试

FVAm 功能

优点

yy 自动对焦
yy 自动平移
yy 自动测试
yy 自动对焦
yy 自动平移
yy 一次性查看所
有光纤

运行自动通过/未通过分析，确保当前研磨的所有光纤没有划痕或缺陷
保存结果（如果需要）
在测试过程中防止线缆损坏
利用快速主动的检测方式，提高第一轮中的测试良率
确保您的参考线缆安全连接到 DUT，从而保护这些线缆
在执行插入损耗/回波损耗测试之前快速检测任何存在污染或问题的 MPO 端面
在测试过程中保护测试参考线缆的质量

最终测试

yy 自动对焦
yy 自动平移
yy 自动测试
yy 保存结果
yy 生成报告

在包装和发运之前运行自动通过/未通过分析，确保所有光纤都符合要求
生成认证报告，并放入产品中发运
将工厂中生产的所有 MPO 线缆的测试结果和图像存档

自动完成检测，并快速获得结果！
FVAm 可全自动完成多光纤检测和测试流程中的每个步骤，包括对焦、平移/滚动以及光纤端面分析。FVAm 能够在不到
20 秒的时间内测试 12 芯光纤的 MPO 连接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传统/手动 MPO 检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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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Am MPO 检测流程

利用可节省时间的功能简化检测程序
全自主化 MPO 检测和分析
利用内置的功能（例如 2.5 英寸彩色触摸屏、自动滚动以及端面分析），
FVAm 使生产人员能够轻松地在其工厂中的任何地方检测 MPO 端面。
在与外部 PC 兼容的同时，FVAm 也可配置为单独运行。
在 FVAm 上查看测试结果
使用内置的彩色触摸屏和自带的控件浏览设备上存储的测试结果。设备上可存
储超过 1200 张光纤图像（约 100 个 12 光纤连接器），并能够平移显示整个
连接器端面、查看分析结果、切换覆盖视图，并可查看低放大倍率和高放大
倍率图像。
测试多种不同的连接器配置。
利用多个预先配置的分析配置文件和适配器，FVAm 可测试各种各样的多光纤和单光纤配置 - 包括1x12、
4x4 (SR4)、1x16、2x12 配置的 MPO 连接器、MT 陶瓷插芯、QSFP 模块甚至是单光纤连接器。

MPO

QSFP 模块

与 FiberChekPRO 软件集成
除了作为一种全功能系统独立工作外，FVAm 还可与
FiberChekPRO PC 软件结合使用；为用户提供若干额外的功
能，包括同时查看所有光纤的端面。这种功能在中跨设备测
试应用中非常有用，可在连接到其他测试设备之前快速查看
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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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光纤

利用全新的 FMAG 系列适配器轻松切换连接器配置
FVAm 台式显微镜配备全新 FMAG 系列适配器（一种利用磁性连接的全新创新设计），使操作人员能够快速切换适配
器类型并确保精密定位。每个 FMAG 系列适配器都能够同时检测 SM（斜角研磨）和 MM（平面研磨）连接器。只需
按下彩色编码的指示器，便可轻松地在 SM APC（绿色）和平面研磨 MM（浅绿色）端面检测之间进行切换。

订购信息
描述

部件号

成套套装
带触摸屏、FMAG-MPO 适配器的 FVAm 系列台式显微镜

FVAm-1000-S

FVAm 系列台式显微镜、FMAG-MPO 适配器

FVAm-1000

配件和相关项目
FMAG 系列适配器、MPO MM/SM、PC/APC

FMAG-MPO

FMAG 系列适配器、MT 陶瓷插芯 MM/SM、PC/APC

FMAG-MT

FMAG 系列适配器、MPO QSFP、MM/SM、PC/APC

FMAG-QSFP

FMAG 系列适配器、2.5 毫米单工 PC/APC

FMAG-U25

FMAG 系列适配器、1.25 毫米单工 PC/APC

FMAG-U12

FMAG 系列适配器、LC/PC 和 LC/APC

FMAG-LC

FMAG 系列适配器、SC/PC 和 SC/APC

FMAG-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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