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
格
书可迅速检测单纤芯和多纤芯的连接器端面，并提供非常可靠的结果。独立、全自动的工具，可整天不间

断地进行零按钮测试，无需充电或卸载测试结果。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全自动的多纤芯和单纤芯连接器端面检测

主要功能
具备出色的光性能，提供准确、可重复的测试结果

零按钮检测：100%自动的检测——从插入连接器到保存数
据（自动检测、自动调节亮度、自动对焦、自动对中图
像、自动抓图、自动分析、自动保存结果和自动重置 a）

可迅速检测（对于MPO-12连接器，可在10秒内完成
从连接到分析和保存结果的整个过程）

支持MPO连接器，一个适配头最多可测试4排， 
每排8/12/16个纤芯的连接器

提供多种适配头，适用于单纤芯 b和多纤芯连接器 
（如LC、SC、ST、OptiTap®、OptiTip®、MPO）

配备智能手机级2.4英寸彩色触摸屏

采用迅速连接的设计：只需转动四分之一圈，便可以
在任何适配头间切换

可不间断地测试一整天：

• 电池寿命持久

• 在本地存储测试结果——1800条（MPO-12）或
10000条（单纤芯）

自带连接器端面分析功能（基于IEC标准）

通过移动设备提供PDF报告 c

应用
机房、光交接箱和头端

数据中心 

无线（如5G、FTTA、DAA、小基站）

光纤到户（FTTH）

相关产品

清洁套装

a.	将于2021日历年的第2季度提供自动检测和自动重置功能。

b.	将于2021年3月提供单纤芯测试功能。

c.	将于2021日历年的第2季度提供。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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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不失毫厘。
FIP-500采用创新的抓图技术，可提供非常可靠的通过/未通过
测试结果：

• 采用增强型照明技术，配备两个LED指示灯。 

• 配备紫色LED指示灯（405 nm光），提供更好的对比度。 

• 采用定制的镜头，提供高质量的图像。

• 配备双核CPU。

这种非常高的连接器端面可视性可变成高精度和高可重复性。 

迅速检测MPO连接器 
FIP-500完全自动，可自主完成整个测试。它能够实现真正的零按钮检测，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测试。

正在检测MPO-12连接器？ 

只需将连接器插入FIP-500中，便可以在10秒内，自动获得并保存通过/未通过结果，无需进行任何设置或进一步操作。

您知道吗？
连接器较脏或损坏仍然是全球范围内造成网络故障
的头号原因。

随着光纤变得越来越普遍深入，而FIP-500消除了检
测单纤芯或多纤芯连接器的麻烦，不进行测试已不
再是可行的选项。

自动保存结果

自动抓图

自动对焦 自动调节亮度

自动对中图像

自动重置

自动检测

自动分析

利 用自动重置实现零按钮
检 测。

a.	将于2021日历年的第2季度提供自动检测和自动重置功能。

初
稿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智能手机级触摸屏

FIP-500配有一个集成的高质量电容彩色触
摸屏，在阳光充足或黑暗的地方，都可以
从任何角度看得清清楚楚。 

连接 a

FIP-500可通过蓝牙®连接到智能手机上，
以共享测试结果。 

事半功倍

快速连接适配头

只需转动四分之一圈便可以更换
适配头，这是一个虽然微小却可
以改变生活的创新。不会有任何
部件松脱，也不会浪费任何时
间。如果需要，可单手完成适配
头更换工作。

通过WiFi更新软件

提供WiFi连接，便于轻松更新软件， 
无需连接到任何外部设备上。

直观的GUI
GUI充分利用触摸屏的功能，便于任何技术
人员使用，无论他们的经验如何。

距离更长

FIP-500被设计成覆盖更长的范围并具备更
好的处理能力，便于在光纤密集的环境里
或在电信发射塔上开展检测。

集成手电筒

它集成一个手电筒， 
用于照亮被检测端口。

a.	将于2021日历年的第2季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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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电池寿命和内存容量可支持一整天的测试

存储容量大

内存可存储多达1800条MPO测试结果或
10000条单纤芯测试结果，无需停止和卸
载结果。提供蓝牙连接，确保可以轻松共
享这些结果。

电池寿命长

FIP-500采用锂聚合物可充电电池，足够支
持一整天的不间断使用。

这些功能和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相结合，让技术人员能够一整天不间断地完成任务。它将长寿命电池和大容量存储组合起
来，将为配备FIP-500的现场团队提供另一大竞争利器。

拥有成本
FIP-500不仅让连接器检测变得不再麻烦，而且它的方方面面都被设计成节省时间和费用，从而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无需培训

零按钮、全自动的检测与直观的GUI相结
合，使任何技术人员都可以轻松地利用
FIP-500，无需培训。

电池可现场更换

电池可现场更换，因此当电池寿命结束 
（以年计）时，无需将其返厂。

保修

提供3年保修和经过验证的EXFO产品品质。

面向未来

FIP-500支持MPO连接器检测，在默认情况
下，最多可检测4排纤芯。通过定期发布，
可启用新的软件功能。

需要更少的适配头，且没有部件松脱

在默认情况下，FIP-500能够比常规的适配
头提供更长的覆盖距离，减少了技术人员
需要随身携带的适配头数量。采用简单而
创新的机构，只需要转动四分之一圈，便
可以在任何适配头之间切换，这意味着在
更换时不会有部件松脱，因此降低了丢失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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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产品概述

1 电源按钮 5 扳机（供选择使用） 9 屏幕周围的保护套

2 电池状态LED指示灯 6
双功能LED：
• 通过/未通过状态
• 白色手电筒，用于照亮被检测端口

10 保护套材料，把手上有纹理， 
以确保能很好地握住

3 光接头——在多纤芯和单纤芯间切换 7 迅速连接机构，用于安装光接头和适配头 11 腕带挂钩

4 可互换适配头，用于安装连接器 8 触摸屏 12 用于充电的USB C端口（在把手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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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一般规格
尺寸（H x W x D） 196 mm x 230 mm x 59 mm（7 3/4 in x 9 1/16 in x 2 5/16 in） 

重量 600 g（1.32 lb）

温度 运行温度 
 存储温度

0 °C至40 °C (32 °F至104 °F) 
–20 °C至60 °C (–4 °F至140 °F)

湿度范围 0%至95%（非冷凝）

配件（包括）
GP-2300 保护盖和缆线总成

GP-2269 USB-A至USB-C线缆（仅用于充电——不可用于数据传输）

GP-2227 USB AC适配器（包括适用于澳大利亚、欧洲、北美和英国的可互换插头）

配件（单独出售或随套装提供）
GP-10-071 小型软携包

规格

端到端检测和分析时间
MPO-12：<10 s  
MPO-24：<14 s

视场 1.9 mm x 4.8 mm

图像传感器 2个500万像素的传感器

光源 2个紫色LED指示灯（405 nm）

发光技术 同轴、脉冲

显示器 2.4英寸IPS彩色LCD（166 dpi）+ 电容式触摸屏

CPU 1.4 GHz双核

连接 蓝牙®和WiFi

电池类型 锂离子聚合物（Li-Po）可充电电池 

续航时间 >7小时

连接器 USB-C

本地存储功能 多纤芯：1800条测量结果 
单纤芯：10000条测量结果

GP-2227GP-2269GP-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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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P-500光纤端面检测器	

EXFO公司总部	 电话：+1 418 683-0211   免费电话：+1 800 663-3936（美国和加拿大）

EXFO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天作国际中心写字楼1号楼A座第二十五层（邮编：100081）   电话：+86 10 89508858

EXFO为100多个国家的2000多家客户提供服务。如欲了解当地分支机构联系详情，敬请访问www.EXFO.com/contact。

如欲了解最新的专利标识标注信息，敬请访问www.EXFO.com/patent。EXFO产品已获得ISO 9001认证，可确保产品质量。EXFO始
终致力于确保本规格书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准确性。但是，对其中的任何错误或遗漏，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我们保留随时更改
设计、特性和产品的权利。本文档中所使用的测量单位符合SI标准与惯例。此外，EXFO制造的所有产品均符合欧盟的WEEE指令。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www.EXFO.com/recycle。如需了解价格和供货情况，或查询当地EXFO经销商的电话号码，请联系EXFO。

如需获得最新版本的规格书，请访问EXFO网站，网址为www.EXFO.com/specs。

如打印文献与Web版本存在出入，请以Web版本为准。

请保留本文档，便于将来参考。

扫描EXFO二维码，	
获取通信网络优化解
决方案

订购须知

 	 	

示例：FIP-500-1-OHMF-OHSF-STIP-MPO-U-STIP-MPO-A-STIP-U2.5-A-STIP-U2.5-U

a.	可与FIP-500一起订购多个光接头或SmarTip适配头。

b.	可同时购买两个光接头。

c.	需要多纤芯光接头。

d.	需要单纤芯光接头。

型号 
FIP-500

配置 a

支持可互换的光接头

光接头 b

OHMF = 多纤芯光接头
OHSF = 单纤芯光接头

多纤芯适配头 c

STIP-MPO-U = MPO/UPC SmarTip
STIP-MPO-A = MPO/APC SmarTip
STIP-OTIP-A = OptiTip/APC SmarTip
STIP-QODC12-U = QODC-12/UPC SmarTip
STIP-QODC12-A = QODC-12/APC SmarTip

单纤芯适配头 (跳线) c

STIP-U2.5-U = 适用于通用2.5 mm/UPC跳线的SmarTip适配头
STIP-U2.5-A = 适用于通用2.5 mm/APC跳线的SmarTip适配头

单纤芯适配头（法兰）d

STIP-SC-A = 适用于SC/APC法兰连接器的SmarTip适配头
STIP-OTAP-A = 适用于OptiTap法兰连接器的SmarTip适配头

FIP-500-1-XX-XX-XX-XX

FIP-500套装
FIP-500套装1 = MPO UPC检测：包括FIP-500-1、可互换的多纤芯光接头（OHMF）、MPO/UPC SmarTip（STIP-MPO-U）、软携包（GP-10-071）
FIP-500套装2 = MPO APC检测：包括FIP-500-1、可互换的多纤芯光接头（OHMF）、MPO/APC SmarTip（STIP-MPO-A）、软携包（GP-10-071）
FIP-500套装3 = 	MPO UPC和APC检测：包括FIP-500-1、可互换的多纤芯光接头（OHMF）、MPO/UPC SmarTip（STIP-MPO-U）、 

MPO/APC SmarTip（STIP-MPO-A）、软携包（GP-10-071）

FIP-500-KIT-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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