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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
侧抛方法，
包括：
步骤1、
构建侧抛系统，
侧抛系统
包括底板，
在底板上表面两端分别安装一自转夹
具，
待抛光纤可安装在自转夹具间并随自转夹具
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在自转夹具间安装二维步进
位移台，
二维步进位移台上安装有支撑板，
支撑
板上安装有研磨轮，
二维步进位移台可带动研磨
轮沿待抛光纤轴向和径向位移；
步骤2、
将待抛光
纤固定在两自转夹具上，
自转夹具同步旋转，
带
动待抛光纤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步骤3、
通过二维
步进位移台带动研磨轮位移至待抛光纤的待抛
区域，启动研磨轮，
再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带动
研磨轮径向位移靠近待抛光纤，
对旋转状态的待
抛光纤进行360度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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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构建侧抛系统，
侧抛系统包括底板，
在底板上表面两端分别安装一自转夹具，
待
抛光纤可安装在自转夹具间并随自转夹具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在自转夹具间安装二维步进
位移台，
二维步进位移台上安装有支撑板，
支撑板上安装有研磨轮，
二维步进位移台可带动
研磨轮沿待抛光纤轴向和径向位移；
步骤2、将待抛光纤固定在两自转夹具上，
自转夹具同步旋转，
带动待抛光纤绕其轴心
方向旋转；
步骤3、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带动研磨轮位移至待抛光纤的待抛区域，启动研磨轮，
再
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带动研磨轮径向位移靠近待抛光纤，
对旋转状态的待抛光纤进行360
度研磨。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1
中，
侧抛系统还包括光源、
光功率计，
所述待抛光纤一端连接光源，
另一端连接光功率计，
以
测量通过待抛光纤的光功率对侧抛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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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光纤器件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0003]

背景技术
[0004]
侧边抛磨光纤是在光纤上利用光学微加工技术，
在一段长度上将圆柱形的光纤包
层抛磨掉一部分所制成的光纤。其包层抛磨过的那段光纤的横截面相似于大写英文字母D，
而在未抛磨过的光纤段 ,仍是圆柱形。
[0005]
侧边抛磨光纤类似于D型光纤 ,但与D型光纤有着明显的区别。D型光纤是将单模光
纤预制棒沿轴向的一侧进行研磨去掉一部分包层，
直至被研磨的平面接近光纤芯使预制棒
的形状呈D型，
然后进行抛光，
拉丝过程中适当控制温度，
使光纤截面仍保持D型。而侧边抛
磨光纤只是在光纤的一段上对包层进行侧边抛磨而制成的光纤。但是侧边抛磨光纤有着如
D型光纤相类似的特性，
对倏逝场利用的区域可人为控制，制成的器件具有极低的插入损
耗、
极小的偏振相关损耗、
背向反射极小及易与光纤系统熔接等特性。这些特点使得利用侧
边抛磨光纤制造新型全光纤器件己成为研究开发的有效途径之一。
[0006] 由于普通侧边抛磨光纤的光传输特性极大地影响着应用特性。
侧边抛磨光纤对涂
敷层折射率是非常敏感的 ,因此作为以上众多应用的基础 ,对侧边抛磨光纤的传输特性以
及制作工艺进行研究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0007] 申请人提供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能够实现对单模光纤的360度
全面抛光。
[0008]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能够实现对单模光纤的360度全面抛
光的光纤侧抛方法。
[0010]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
法，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
构建侧抛系统，
侧抛系统包括底板，
在底板上表面两端分别安装一自转夹具，
待
抛光纤可安装在自转夹具间并随自转夹具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在自转夹具间安装二维步进
位移台，
二维步进位移台上安装有支撑板，
支撑板上安装有研磨轮，
二维步进位移台可带动
研磨轮沿待抛光纤轴向和径向位移；
步骤2、将待抛光纤固定在两自转夹具上，
自转夹具同步旋转，
带动待抛光纤绕其轴心
方向旋转；
步骤3、
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带动研磨轮位移至待抛光纤的待抛区域，启动研磨轮，
再
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带动研磨轮径向位移靠近待抛光纤，
对旋转状态的待抛光纤进行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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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研磨。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步骤1中，
侧抛系统还包括光源、
光功率计，
所述待抛光纤一端连接
光源，
另一端连接光功率计，
以测量通过待抛光纤的光功率对侧抛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能够实
现对单模光纤的360度全面抛光。
[0013]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0017] 一种基于可自转夹具的光纤侧抛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构建侧抛系统，
如图1所示，
侧抛系统包括底板1，
在底板1上表面两端分别安装
一自转夹具2，
待抛光纤3可安装在自转夹具2间并随自转夹具2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在自转
夹具2间安装二维步进位移台4，
二维步进位移台4上安装有支撑板5，
支撑板5上安装有研磨
轮6，
二维步进位移台4可带动研磨轮6沿待抛光纤3轴向和径向位移；
侧抛系统还包括光源、
光功率计8，
所述光源采用高稳定光源7；
步骤2、
将待抛光纤3固定在两自转夹具上，
使待抛光纤3一端连接高稳定光源7，
另一端
连接光功率计8，
以测量通过待抛光纤3的光功率对侧抛过程进行实时监测；
自转夹具2同步
旋转，
带动待抛光纤3绕其轴心方向旋转；
步骤3、
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4带动研磨轮6位移至待抛光纤3的待抛区域，启动研磨轮
6，
再通过二维步进位移台4带动研磨轮6径向位移靠近待抛光纤3，
对旋转状态的待抛光纤3
进行360度研磨。
[0018]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
都属于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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