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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

器，包括两个插针件，两个所述插针件的后端设

有光纤，两个所述插针件的前端设有连接端，且

连接端的前端呈锥形；所述连接端的下方设有连

接器基体，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尾部设有回路光

纤，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前端设有A接触端和B接

触端，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分别与两个连接端

相对应设置；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的前端面呈

锥形；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的前端与连接端之

间为非接触式连接，本发明的带衰减非接触式光

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法，将连接端、A接端、B接触

端的接触面研磨不同角度的控制，来满足不同衰

减参数，同时避免了端面接触碰撞而造成损伤，

制作方便，成本低，稳定性高，符合实际的使用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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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插针件，两个所述插针件的

后端设有光纤，两个所述插针件的前端设有连接端，且连接端的前端呈锥形；所述连接端的

下方设有连接器基体，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尾部设有回路光纤，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前端

设有A接触端和B接触端，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分别与两个连接端相对应设置；所述A接触

端和B接触端的前端面呈锥形；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的前端与连接端之间为非接触式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端、A接触

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的角度为0°-50°。

3.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在两个插针件的尾部分别连接两个光纤；

S2:将连接器基体的尾部通过回路光纤相连；

S3:依次根据需要，对插针件前端的两个连接端的前端面以及连接器基体前端的A接触

端的前端面和B接触端的前端面进行不同角度研磨，用于实现衰减控制的不同需求；

S4:分别将A接触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对准两个连接端,并使得两者之间为非接触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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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通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纤回路器可作为回送光纤信号的媒介，尤其适用于光纤测试及网络修复，光信

号经光纤传输后，由于吸收、散射等原因引起光功率的减小，光纤损耗是光纤传输的重要指

标，对光纤通信的传输距离有决定性影响，在实际运用中，一般需要提供一定损耗的光纤回

路器以进行光纤测试或网络修复。

[0003] 目前的带衰减的光纤回路器，其端面之间为接触式，这样使用过程中容易撞伤，且

为了带衰减，制作的工艺也较复杂，给企业的大批量的生产加工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不符合

企业的生产发展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通过对连接端、A接端、B接触

端的接触面研磨不同角度的控制，来满足不同衰减参数，同时避免了端面接触碰撞而损伤

的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包

括两个插针件，两个所述插针件的后端设有光纤，两个所述插针件的前端设有连接端，且连

接端的前端呈锥形；所述连接端的下方设有连接器基体，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尾部设有回

路光纤，在所述连接器基体的前端设有A接触端和B接触端，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分别与

两个连接端相对应设置；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的前端面呈锥形；所述A接触端和B接触端

的前端与连接端之间为非接触式连接。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端、A接触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的角度为0°-50°。

[0007] 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在两个插针件的尾部分别连接两个光纤；

[0009] S2:将连接器基体的尾部通过回路光纤相连；

[0010] S3:依次根据需要，对两个连接端的前端面、A接触端的前端面、B接触端的前端面

进行不同角度研磨，用于实现衰减控制的不同需求；

[0011] S4:分别将A接触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对准两个连接端,并使得两者之间为非接触

连接。

[0012] 本发明的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法，将连接端、A接端、B接触端的

接触面研磨不同角度的控制，来满足不同衰减参数，同时避免了端面接触碰撞而损伤，整体

加工工艺简单，制作方便，成本低，稳定性高，符合实际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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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14] 附图1为本发明中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15] 附图2为本发明中实施例一中10个回路器对应衰减参数的数值图；

[0016] 附图3为本发明中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4为本发明中实施例二中10个回路器对应衰减参数的数值图；

[0018] 其中：插针件1、光纤2、连接端3、连接器基体4、A接触端5、B接触端6、回路光纤7。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包括两个插针件1，两个所述插针

件1的后端设有光纤2，两个所述插针件1的前端设有连接端3，且连接端3的前端呈锥形；所

述连接端1的下方设有连接器基体4，在所述连接器基体4的尾部设有回路光纤7，所述连接

器基体1的前端设有A接触端5和B接触端6，所述A接触端5和B接触端6分别与两个连接端3相

对应设置；所述A接触端5和B接触端6的前端面呈锥形；所述A接触端5和B接触端6的前端与

连接端3之间为非接触式连接。

[0021]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端、A接触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的角度为0°-50°；可以采用连

接端为5°，A接触端和B接触端为10°或连接端为8°，A接触端和B接触端为6°等。

[0022] 同时，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的制作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23] S1:在两个插针件的尾部分别连接两个光纤；

[0024] S2:将连接器基体的尾部通过回路光纤相连；

[0025] S3:依次根据需要，对两个连接端的前端面、A接触端的前端面、B接触端的前端面

进行不同角度研磨，用于实现衰减控制的不同需求；

[0026] S4:分别将A接触端、B接触端的前端面对准两个连接端,并使得两者之间为非接触

连接。

[0027] 在具体使用时，将两个光纤对应连接到待测试设备的两端中，与本回路器构成回

路连接。

[0028] 实施例一，参阅如附图1所示，其中两个连接端的前端面研磨角度为8°，A接触端和

B接触端的前端面的研磨角度为4°；在具体工作时，10个回路器对应衰减参数的数值图如附

图2所示，其中最低值为2.34，最高值为2.46，衰减参数的数值波动小，在可控的使用范围

内，满足使用的需求。

[0029] 实施例二，参阅如附图3所示，其两个连接端的前端面研磨角度为0°，A接触端和B

接触端的前端面的研磨角度为3°；在具体工作时，10个回路器对应衰减参数的数值图如附

图4所示，其中最低值为0.93，最高值为0.98，衰减参数的数值波动小，在可控的使用范围

内，满足使用的需求。

[0030] 本发明的带衰减非接触式光纤回路器及其制作方法，将连接端、A接端、B接触端的

接触面研磨不同角度的控制，来满足不同衰减参数，同时避免了端面接触碰撞而损伤，整体

加工工艺简单，制作方便，成本低，稳定性高，符合实际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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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以上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应用范例，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任何限制。凡采用

等同变换或者等效替换而形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权利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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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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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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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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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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