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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VI
SmartClass Fiber
OLS-85 检测用光源

SmartClassTM Fiber OLS-85 手持式光源是一款紧凑型通用专业仪器，
可用于光纤网络验收和认证。它特定的波长组合使其非常适合于进行链

路损耗测试和长途、城域及接入电信网络特征分析，以及数据中心和局

域网测试。

除了可续航一整天的电池操作方式的现场使用

外，SmartClass Fiber OLP-85 还非常适合用于中心局的固
网安装、生产环境使用以及实验室工作台的应用，因为它能

通过电源或通过 USB 2.0 和以太网远程控制工作。

向 OLS-85 增加 P5000i 光纤端面检测显微镜，就能让用户
检查光纤端面质量，并且只需按下按钮便可获得完整的自动

通过/未通过验收结果。

通过将 VIAVI Solutions OLS-85 光源与 OLP-85 光功率计结
合，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其功能性和测试自动化，避免操作错

误并提高测试速度。自动化功能（比如自动 λ 和多 λ 测
试）使用户可以接收关于所发射波长的信息，自动在兼容功

率计上设置波长，并可同时准确地测量多达四个波长。用户

可在 OLP-85 上生成并保存综合性测试报告。

OLP-85 带检测功能的光源可用于当今光纤技术人员所能去
的任何地方，上至塔顶，下至井下。这款功能强大、易于使

用的解决方案使技术人员能够享受到极大的灵活性和出色的

性能，让任何技术人员都能立即成为光纤专家。

主要优势和特性

	y 更快地、正确地、按时地完成工作 — 业界首创将
光纤端面检测和测试功能独特地整合在一起，并
能进行自动“通过/未通过”测试结果分析

	y 电池供电的现场便携式光源，提供多达 4 种波长

 y 3.5 英寸彩色触摸屏，配备集成式触笔

	y 四种版本（850、1300、1310、1550 纳米），	
850 纳米处具有符合环形通量标准的发射状况

 y FTTx/PON 版本，具有 1310、1490、1550 和 
1625 纳米波长

	y 使用可选 P5000i 显微镜进行通过/未通过光纤端
面检测分析

	y 可调整的输出级别

	y 自动 λ 和多 λ 测试功能可与 VIAVI 功率计通信

	y 在线损耗测试选项

	y 坚固的耐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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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OLS-85
OLS-85
2313/01

OLS-85
2313/22

OLS-85
2313/06
2313/26

OLS-85
2313/05

标称波长1 1310/ 
1550 纳米

1310/1550/
1625 纳米

1310/ 
1490/ 
1550/ 
1625 纳米

MM：850/1300 
纳米

SM：1310/1550 
纳米

光谱宽度 <5 纳米 <5 纳米 <5 纳米 MM：50/170 纳米
SM：5/5 纳米

发射状况 850 纳米处符合 
EF 标准

输出功率
（可设定，	
0.01 dB 步长）

0 至  
–3 dBm

–3 至  
–6 dBm

–3 至  
–6 dBm

MM：-21 至  
-24 dBm
SM：0 至 –3 dBm

稳定性2  
15 分钟/8 小时

0.02/0.2 
dB

0.02/0.2 
dB

0.02/0.2 
dB

0.02/0.2 dB

光源模式 连续波，音频，自动 λ3，多 λ3
音频发生器 270 Hz、1 kHz、2 kHz
电池续航时间 >10 小时（锂离子电池）/ >8 小时（碱性电池）
光接口 PC APC PC 

(2313/06)
 PC（50/125 微米 
MM 端口）

APC 
(2313/26)

PC（SM 端口）

适配器类型 可互换 SC、FC、ST 适配器

1. ±20 纳米（850/1300/1310/1550 纳米）及 ±3 纳米（1490/1625 纳米）
2.	 预热 20 分钟后介于 –10℃ 至 +55℃ 之间（∆T = ±0.3 K）
3.	 与 OLP-3x、OLP-55 和 OLP-85 结合使用 

常规

激光等级 1 类激光产品 (IEC 60825-1:2007)
显示屏 3.5 英寸彩色 LCD 触摸屏，4:3 长宽比
数据存储 最多 5000 张检测图像
数据读取 通过 USB 接口 
远程控制 通过 USB 或以太网
端面检测功能 实时、保持、存储端面图像、自动通过/

未通过

电气接口 USB 2.0（2 个主机 USB，A 类；1 个设备 
USB，Micro-B）

电源 AC 适配器、8 节 AA 碱性电池或可充电
锂电池组

电源模式 主动式，自动关闭（可编程）

尺寸（宽 x 高 x 深） 208 x 112 x 64 毫米（8.2 x 4.4 x 2.5 英寸）
重量 750 克（1.6 磅）
工作温度范围 –10℃ 至 +55℃（14℉ 至 122℉）
存储温度范围 –20℃ 至 +70℃（–4℉ 至 158℉）

订购信息

OLS-85 激光光源包括：

 y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

	y 专用于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的 SC2 软质挂肩包

	y 存储于 U 盘的电子版工具包，含手册、数据表和报告软件

	y 光适配器：SC 型和 FC 型（可互换）

	y 快速入门手册和安全说明

	y 碱性电池（8 节）

描述 部件号

OLS-85 激光光源
OLS-85 1310/1550 纳米，PC 2313/01
OLS-85 850/1300/1310/1550 纳米，PC 2313/05
OLS-85 1310/1490/1550/1625 纳米，PC 2313/06
OLS-85 1310/1550/1625 纳米，APC 2313/22
OLS-85 1310/1490/1550/1625 纳米，APC 2313/26
选件和附件

P5000i 数字分析显微镜，附有 4 个探头 FBP-SD101
专用于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的 RBP2 可充电
电池组；锂电池 3.7 V/20 W

2305/90.02

专用于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的 PS4 电源，	
12 V，2 A

2305/90.01

专用于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的 UC4 免提包 2128/01
专用于 SmartClass Fiber 光纤测试仪的 SC22 软质挂
肩包

2128/03

FC 型光适配器 2155/00.05
SC 型光适配器 2155/00.26
ST 型光适配器 2155/00.32
USB 线缆（USB-A 至 Micro-USB） K 807



借助可选的 VIAVI Care 支持计划，在长达 5 年的时间内提升您的生产效率：

	y 通过按需培训、优先技术应用支持和快速服务，最大限度地利用您的时间

	y 以可预知的低成本维护您的设备，实现最佳性能

计划可用性取决于产品和地区。并非所有计划都适用于每种产品或每个地区。要了解该产品在您所在地区有哪些 VIAVI 
Care 支持计划选项可用于本产品，请联系您当地的代表或访问：viavisolutions.cn/viavicareplan。

VIAVI Care 支持计划

计划 目标 技术支持 工厂维修 优先服务 自定进度的培训 5 年电池和包
覆盖

工厂校准 配件支持 备机借用

BronzeCare

技术人员效率 高级版   

SilverCare

维护和测量精度 高级版    * 

MaxCare

高可用性 高级版    *   

*仅限 5 年计划
特性

http://viavisolutions.cn
http://viavisolutions.cn
https://www.viavisolutions.com/zh-cn/services/instrument-care-support-pl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