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最大显示数量 9

距离精度
（0 m 至 1500 m 或
0 ft 至 4921 ft ）

反射事件：±（1 m + 0.1 % x 光纤长度）1

非反射事件：±（3 m + 0.1 % x 光纤长度）2

测试速度 < 6 秒（典型速度）

连接器 可拆卸/可清洁的 SC 适配器、UPC抛光

所测光纤类型 50/125 微米或 62.5/125 微米多模光纤

检测反射事件3 -35 dB 默认阈值（用户可选范围：-20 dB 至 
-45 dB，以 5 dB 为步进值）

反射精度4 ±4 dB

可测最大反射 -20 dB

检测损耗事件5 0.70 dB 默认阈值（用户配置范围：从 0.5 dB 
至 6.1 dB，以 0.2 dB 为增量）

测试端口的质量 如果无光纤连接，或连接器变脏，则故障诊断工
具会显示 0 m 或 0 ft。

活动光纤检测 可检测从 600 nm 至 1050 nm 的光纤信号，
如有信号则显示 ACTIVE LINE（有信号）。
首次检测后，每 3 秒搜索一次信号。
最大输入功率为 +7 dB。

认证及合规性
P 符合相关的欧盟标准

; 符合相关的澳大利亚标准

$ 通过加拿大标准协会 CSA C22.2 
　　No.61010.1.04 的认证

� 符合 FCC 规则 A 部分 A 类要求

规格

电池工作温度 0ºC ～ 50ºC

非工作温度 -20ºC ～ 60ºC

工作相对湿度
（无冷凝）

95% (10ºC ～ 35ºC)
75% (35ºC ～ 40ºC)
不受控制 <10ºC

震动 随机，5 Hz ～ 500 Hz，
MIL-PRF-28800F 2 类

冲击 1米跌落测试

海拔 3000米

EMC EN 61326-1: 2004

电池类型 2节AA碱性电池（不带电池充电器）

电池使用寿命 1500次测试（典型测试）

激光安全 CDRH 1 类
符合 EN 60825-2 标准

LCD 类型 背光黑白显示器（段码式）

折射指数范围 1.45 ～ 1.5（出厂默认值为1.496）

自动关闭 如果没有按下按键，5 分钟将自动关闭。

工厂校准间隔 无

输出波长 850 nm ± 10 nm

激光类别 CDRH 1 类，符合 EN 60825-2

动态范围 >11 dB

最大检测距离 1500 米或 4921 英尺



Fiber QuickMap 订购信息
型号 说明

FQM-MAIN

      

Fiber QuickMap 企业级光纤故障诊断工具主
机，带便携软包

FQM-KIT

      

Fiber QuickMap工具包，包含：
Fiber QuickMap、SC/SC 与 SC/LC（50 
μm和 62.5 μm）混合测试基准跳线以及便
携软包

FTS900

      

Fiber QuickMap工具包，包含：
Fiber QuickMap、SC/LC（50 μm和 62.5 
μm）混合测试基准跳线、VisiFault VFL 以
及便携软包

FTS1000

      

Fiber QuickMap故障诊断工具包，包含：
Fiber QuickMap、SC/SC 与 SC/LC（50 
μm 和 62.5 μm）混合测试基准跳
线、VisiFault VFL、SimpliFiber Pro 功率
计与多模光源以及便携包

FTS1100

      

Fiber QuickMap故障诊断工具包，包含：
Fiber QuickMap、SC/SC 与 SC/LC（50 
μm 和 62.5 μm）混合测试基准跳
线、VisiFault VFL、SimpliFiber Pro 功率
计与多模光源、FT500 迷你光纤视频显微镜
以及便携包

附件
型号 说明

SFPOWERMETER

      

含 SimpliFiber Pro 光纤功率计、SC 适
配器

SFMULTIMODESOURCE SimpliFiber Pro 多模 850/1300 光源

FT525

      

迷你型光纤检查仪和清洁工具包包括：
迷你型光纤视频显微镜、一套清洁耗材（清
洁管、10个清洁卡、溶剂笔、2.5mm 端口
清洁棉签和 1.25 mm 端口清洁棉签）以及
便携包

NFC-Kit-Case 光纤清洁工具包（带便携包）

NFC-Kit-Box 光纤清洁工具

NFK1-1SMPLX-SC 基准测试跳线，62.5/125 μm，SC/SC，1 m

NFK1-1SMPLX-LC 基准测试跳线，62.5/125 μm，SC/LC，1 m

NFK1-1SMPLX-ST 基准测试跳线，62.5/125 μm，SC/ST，1 m

NFK2-1SMPLX-SC 基准测试跳线，50/125 μm，SC/SC，1 m

NFK2-1SMPLX-LC 基准测试跳线，50/125 μm，SC/LC，1 m

NFK2-1SMPLX-ST 基准测试跳线，50/125 μm，SC/ST，1 m

NFK1-LAUNCH-SC/FQM 发射/接收光纤，62.5/125 μm，SC/SC，30 m

NFK1-LAUNCH-LC/FQM 发射/接收光纤，62.5/125 μm，SC/LC，30 m

NFK1-LAUNCH-ST/FQM 发射/接收光纤，62.5/125 μm，SC/ST，30 m

NFK2-LAUNCH-SC/FQM 发射/接收光纤，50/125 μm，SC/SC，30 m

NFK2-LAUNCH-LC/FQM 发射/接收光纤，50/125 μm，SC/LC，30 m

NFK2-LAUNCH-ST/FQM 发射/接收光纤，50/125 μm，SC/ST，30 m

NF300SM    ST/ST 光纤适配器

NF310SM    SC/SC 光纤适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