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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用于光学系统的光开关FiberSwitch

1x4多模光开关示意图

产品概述
莱尼光开关基于微机械/微光学的专利

设计，保证了产品在众多应用上出众的

质量，及高度的灵活性和出色的长期稳

定性。适用于从可见光到红外线波长范

围内的多种光纤类型。

光参数
■■ 低插入损耗

■■ 低偏振相关损耗（PDL）（针对eol系列）

■■ 优良重复性

■■ 高性能光隔离

■■ 极低的背光反射（eol系列）

■■ 超宽光谱范围

■■ 切换时间短至2.0 ms 

外壳
■■  紧凑坚固的金属外壳

■■ 多种外壳可供灵活选择 

（带尾纤紧凑型；桌面式或19英寸机架式安装）

■■ 可预安装光接头

■■ 低功耗

■■ 多个可选择电接口的集成微控制器，支持多种灵活的开

关控制方式

可靠性
■■ 出色的环境稳定性，依据Telcordia GR-1073测试

■■ 良好的长期稳定性 

针对eol和mol系列，开关循环次数> 108

应用&技术
莱尼光纤生产的光开关专门应用于各领域苛刻的应用环

境，包括通信、光学测量和检测、工业生产和流程控制，以

及生物医学。实际的应用案例包括共焦荧光显微镜和激光

扫描显微镜的激光导向系统、管道/桥梁和隧道等的光纤应

力和温度传感器、用于环境监测的光纤检测系统，以及用于

生产链的光电装置的检测设备。

光学技术和莱尼
莱尼集团光纤事业部是全球领先的熔融石英、预制棒和光

纤的供应商之一，专业服务于工业和光学应用、传感器技术

和光学分析、科学研究、电信和激光医学领域。从熔融石英

到预制棒和光纤拉丝，到光缆及配备莱尼自主研发设计的

连接器的整套光纤系统。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莱尼都提

供独一无二的产品组合。

FiberSwitch  
单模和多模光开关

1x16单模光开关示意图

光纤阵列透镜阵列 

光束偏转元件逆反射棱镜

平移 1  平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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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berSwitch 单模和多模光开关  页码

单模光开关

eol 1×2 · eol 1×4 · eol 2×2
4

单模光开关 
eol 1×8 · eol 1×12 · eol 1×16 · eol 2×4 · eol 2×8

5

单模光开关（保偏）

eol 1×2 PM · eol 1×4 PM · eol 1×8 PM · eol 1×12 PM ·  
eol 1×16 PM

6

超带宽单模光开关（VIS，保偏）

eol 1×N VIS · eol 1×N VIS-PM (N= 2…16)  
超带宽

7

多模光开关

mol 1×N (N = 1…16) · mol 2×N
8

多模光开关

mol 1×N (N = 1…16) · mol 2×N
9

光开光系统

eol M × (1×N) · mol M × (1×N)
10

多通道光开关

eol 1×N · mol 1×N
11

多通道光闸

eol N (N=1…32)
12

光开关的开关原理 
eol 2×N · mol 2×N

13

我们的核心领域 14

在整个价值链中与您携手并进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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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并严格按照莱尼与订购商之间约定的书面合同中关于每一交付项目

的特性、特征及性能参数来判定。本手册中的图示及规格，价目表及莱

尼向订购商提供的其他信息材料包括产品描述，若已明确为受约束规

格，则只受法律约束。任何情况下，产品规格均不能视为交付项目对应

于某具体的质量要求做出的承诺或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必须以书面形式

明确约定。莱尼有权随时修改本手册的内容。

了解我们的产品系列

FiberConnect  
光导光纤和光缆解决方案 

我们为您提供完全符合国际工业标准（例如ITU-T G.651 – G.657, IEC 60793-2-10, IEC 60793-
2-30, IEC 60793-2-40, IEC 60793-2-50）的光导光纤和光缆。纤芯包括：
■■ 由玻璃制成（单模和多模）
■■ 聚合物包层玻璃（PCF——塑料包层光纤）
■■ 聚合物纤芯和包层（POF——塑料光纤） 

多种类型的光纤都有耐辐射品种可供选择。我们设计生产不同的光缆，从中心束管光

缆到分支光缆，可根据您的具体需求定制；不仅有所有类型的带缓冲层光纤和特定的

内/外护套材料，还可根据您的需要来定制。我们使用各种光缆、电缆、压缩空气管路

等生产出混合电缆，几乎涵盖所有配置。此外，我们还提供附件及外围设备，如熔接/配

线箱、工具及测量设备等。

FiberTech  
特种光纤技术

莱尼生产涵盖不同芯径、涂层、包层的单模光纤和多模光纤，以及波长范围从200nm到

4μm的光纤束和光学配件。公司所有的光纤产品可依据客户在工业和医学应用、高功率

激光传输、光学测量、传感技术等方面的具体需求进行生产和组装。我们很高兴与您合

作，为您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

FiberSwitch 
 光学系统中的光开关

莱尼的光开关基于微机械/微光学的专利设计，保证了产品在众多应用上出众的质量，

及高度的灵活性和出色的长期稳定性。适用于从可见光到红外线波长范围内的多种光

纤类型。我们的光开关按照最高标准设计，专业用于通信、测量和生物医疗等领域的最

苛刻的应用环境。其中有许多产品诸如光谱仪、激光扫描显微镜、多通道光学性能监

控、光纤光栅传感器、检测光缆和环境的跟踪分析测试都用到这些复杂的设计。 

FiberSplit  
光学系统中的光分配

FiberSplit基于光学芯片技术的产品组合包括1N或2N分路器等标准组件，以及由客户定

制的用于单模和多模光纤系统的模块等集成复杂功能的系统。由于产品具有极低的

PDL/PMD，能够实现较宽的光学带宽和较高的速率，因此FiberSplit的产品具有很强的可

扩展性。我们的产品符合TELCORDIA标准并且在该领域内做到连续17年无故障。莱尼还

提供客户定制的芯片、组件和模块，如用于单模组件波长范围介于600 nm和1700 nm之

间，用于多模组件其波长范围介于450 nm和2000 nm之间的具备各种波导特性和功能的

光波导结构，包括光学芯片和光纤阵列。



www.leoni-fiber-op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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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l 1×2 · eol 1×4 · eol 2×2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量  (1×2, 1×4 or 2×2)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

■■ 光功率（最大值）：高功率版最大可达1W
■■ 光纤类型（例如：E9/125或其他类似型号）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FC、SC、LC、E2000）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要求

■■ 开关版本 2×N，见第13页

光谱范围 VIS NIR I NIR II IR

技术参数

工作波长 [nm] 400 – 670 600 – 850 900 – 1200 1260 – 1380 
1480 – 1650

最大插入损耗（典型值） [dB] 2…2.5 1.4 (0.9) 1.4 (0.9) 1.0 (0.7)

回波损耗 [dB] > 40 (> 55 *) > 55 > 60 > 60

串扰 [dB] ≤ –55

重复性 [dB] ≤ 0.01 ≤ 0.01 ≤ 0.01 ≤ 0.005

偏振相关损耗（PDL） [dB] ≤ 0.05

切换时间 [ms] ≤ 2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尺寸 [mm] 标准大号尺寸 (124 × 56 × 13) 标准小号尺寸 (75 × 50 × 13)

外壳选择* Alu Compact桌面式，19英寸机架式，根据要求定制不同尺寸

* 根据具体要求而定

FiberSwitch 单模光开关

eol 1×4 
标准外壳（小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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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l 1×8 · eol 1×12 · eol 1×16 · eol 2×4 · eol 2×8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量（1×8、1×12、1×16、2×4或2×8，或要求的其他通

道数）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

■■ 光功率（最大值）：高功率版最大可达1W

■■ 光纤类型（例如E9/125或类似其他型号）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FC、SC、LC、E2000）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要求

■■ 开关版本 2×N，见第13页

光谱范围 VIS NIR I NIR II IR

技术参数

工作波长 [nm] 400 – 670 600 – 900 900 – 1200 1260 – 1380 
1480 – 1650

最大插入损耗（典型值） [dB] 1.4 (0.9)* 1.4 (0.9)* 1.4 (0.9)* 1.0 (0.7)*

回波损耗 [dB] > 40 > 55 > 55 > 60

串扰 [dB] ≤ –55

重复性 [dB] ≤ 0.01

偏振相关损耗（PDL） [dB] ≤ 0.1

切换时间 [ms] ≤ 2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尺寸 [mm] 标准大号尺寸 (124 × 56 × 13)

外壳选择 Alu Compact桌面式，19英寸机架式，根据要求定制不同尺寸

* 针对 eol 1×16：IR版本的最大插入损耗是1.5dB，其他版本的最大插入损耗是2.0dB

FiberSwitch 单模光开关

eol 1×12 
标准外壳（大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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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范围 VIS NIR I NIR II IR

技术参数

工作波长 [nm] 400 – 670 600 – 900 900 – 1200 1260 – 1380 
1480 – 1650

插入损耗 [dB] 1.4 (0.9)

回波损耗 [dB] > 40 > 55 > 55 > 60

串扰 [dB] ≤ –55

重复性 [dB] ≤ 0.01

偏振消光比（PER） [dB] 18 (22) 20 (22) 20 (22) 20 (25)

切换时间 [ms] ≤ 2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尺寸 [mm] 标准小号尺寸（75 × 50 × 13）或标准大号尺寸 (124 × 56 × 13)

外壳选择 Alu Compact桌面式，19英寸机架式，根据要求定制不同尺寸

FiberSwitch 单模光开关 
（保偏）

eol 1×2 PM · eol 1×4 PM · eol 1×8 PM ·  
eol 1×12 PM · eol 1×16 PM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量（1×2、1×4、1×8、1×12或1×16，或要求的其他通

道数）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

■■ 光功率（最大值）：高功率版最大可达1W
■■ 光纤类型（例如PMF）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FC、SC、LC、E2000）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要求

eol 1×4 
标准外壳（小号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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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l N×1 (λ-Combining) eol 1×N (Mix-Assigning)

技术参数

工作波长                                                 [nm] 400 – 670 488 – 670 400 – 670 488 – 670

最大插入损耗（典型值）                 [dB] 2.5 (2) 2.5 (2) 3.5 (3) 3 (2)

回波损耗                                    [dB] > 40 > 40 > 40 > 40

串扰                                           [dB] ≤ –55

重复性                                       [dB] 0.01

偏振相关损耗（PDL）                  [dB] 18 (20)

切换时间                                   [ms] 2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尺寸（标准版）                 [mm] 标准大号尺寸 (124 × 56 × 13)*

外壳选择，例如插座版 Alu Compact

* 外壳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

FiberSwitch 单模光开关 
（VIS，保偏）

eol 1×N VIS · eol 1×N VIS-PM (N= 2…16)  
超带宽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量N（N = 2…16，或要求的其他通道数）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

■■ 光功率（最大值）：高功率版最大可达100mW
■■ 光纤类型（例如NUFERN PM-405-XP）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FC、SC、LC、E2000）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要求

VIS-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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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1×9 
标准外壳
（多模块）

芯径 50–100 µm

技术参数

输出通道数量 N 1…4 5…16

工作波长 [nm] 仅取决于光纤的特性

插入损耗 [dB] < 1.0 (0.7) < 2.0 (1.4)

串扰 [dB] < –60

重复性 [dB] 0.03

切换时间 [ms] 5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典型值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带尾纤型外壳尺寸（举例） 
 [mm]

标准 
大号尺寸

标准 
多模块

带连接套管型外壳尺寸（举例） Alu Compact 1 Alu Compact 4

注意：为减少背向反射和光谱标准具效应，可采用增透膜并对光纤末端进行角度抛光。具体可提

出申请。

可用外壳尺寸选择

标准大号尺寸 124 × 56 × 13

标准多模块 172 × 134 × 13.5

Alu Compact 1 187 × 125 × 30-80

Alu Compact 2 227 × 166 × 30-80

Alu Compact 3 187 × 225 × 30-80

Alu Compact 4 227 × 266 × 30-80

 

FiberSwitch 多模光开关

mol 1×4 
标准外壳（大号尺寸） 

mol 1×N (N = 1…16) · mol 2×N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输出通道数量 N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UV-VIS；VIS-IR；宽谱）

■■ 可选标准具效应低的光谱

■■ 光纤类型（如：芯径、数值孔径、渐变型或阶跃型）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SMA、FC、ST）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需求

■■ 开关版本 2×N，见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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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1×4 Alu Compact 4 mol 1×16 19" 2 HU

芯径 200 µm 400 µm 600 µm 800 µm

技术参数

输出通道数量 N 1…4 5…16 1…4 5…16 1…4 5…16 1…4 5…16

工作波长 [nm] 仅取决于光纤特性

插入损耗 [dB] < 1.0 (0.7) < 2.0 (1.4) < 1.0 (0.7) < 2.0 (1.4) < 1.0 (0.7) < 2.0 (1.4) < 1.0 (0.7) < 2.0 (1.4)

串扰 [dB] < –55 < –45 < –40 < –40

重复性 [dB] 0.03

切换时间 [ms] 5 10 20 20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典型值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带尾纤型外壳尺寸
（举例） [mm] AluComp1 AluComp3 AluComp2 AluComp4

AluComp1 
287 长度

19" 2HU 
340 高度 

AluComp1
287 长度 

19" 3HU
340 高度 

带连接套管型外壳尺寸
（举例） [mm] AluComp3 AluComp4 AluComp4

19" 2HU
280 高度

19" 1HU
280 高度

19" 2HU
340 高度

19" 1HU
280 高度

19" 3HU
340 高度 

注意：为减少背向反射和光谱标准具效应，可采用增透膜并对光纤末端进行角度抛光。具体可提出申请。

 

FiberSwitch 多模光开关

mol 1×N (N = 1 bis 16) · mol 2×N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输出通道的数量N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UV-VIS；VIS-IR；宽谱）

■■ 可选标准具效应低的光谱

■■ 光纤类型（如：芯径、数值孔径、渐变型或阶跃型）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SMA、FC、ST）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需求

■■ 开关版本 2×N，见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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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数 eol 1×2 eol 1×4 mol 1×2 mol 1×4

光开关模块数量  M 2…12 2…6 2…6 2…6

外壳尺寸 [mm]

130×106×13.5 
(M 2…6)

130×106×13.5  
(M 2…3)

134×172×13.5 
(M 7…12)

134×172×13.5  
(M 4…6)

外壳选项  Alu Compact 桌式， 19“ 机架；多种尺寸选择

FiberSwitch 光开关系统

光开光系统

■■ 多种光开关组合（包括单模和多模），安装于不同版本的

外壳，如：可选19" 机架

■■ 通过一个接口控制不同光开关 

eol M × (1×N) · mol M × (1×N)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N 1…16）
■■ 光开关模块数量M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UV-VIS；VIS-IR；宽谱）

■■ 最大光功率

■■ 光纤类型 （如：E9/125或类似、或MM 芯径、数值孔径、渐

变型或阶跃型）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FC、SC、SMA、ST）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以太网、USB）
■■ 特殊需求

■■ 更多输出通道数量 N ＞ 4 多种外壳版本选择

■■ 根据需求，光开关模块数量M
■■ 更多技术参数，请参见单模光开关页

开光系统由两个eol 1×16光开关、一个mol1×16光开
关及一个控制单元组成（接口选择：以太网、USB
或RS232）

eol 12 ×（1×2）6路光开
关模块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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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原理 标准 高速版本

 配置 级联式 非级联式 级联式

技术参数

输出通道数量 N ≤ 100
> 100  

（取决于光纤类型）

插入损耗 [dB] 取决于级联数 ≤ 1.0 取决于级联数

开关频率 [s–1] ≤ 50 ≤ 200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选项 19“ 机架或开关箱，尺寸取决于用户需求

mol 1×400 19“ 机架
安装开关箱

FiberSwitch 多通道光开关

eol 1×N · mol 1×N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输出通道数量 N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UV-VIS；VIS-IR；宽谱）

■■ 可选标准具效应低的光谱

■■ 光纤类型（如：芯径、数值孔径、渐变型或阶跃型）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SMA、FC、ST）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需求

■■ 开关版本 2×N，见第13页

带有48通道的MPO 连接器的
光开关 mol 1×1248  



www.leoni-fiber-op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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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范围 VIS NIR I NIR II IR

技术参数

工作波长 [nm] 400 – 670 600 – 850 900 – 1200 1260 – 1380 
1480 – 1650

最大插入损耗（典型值） [dB] 1.4 (0.9) 1.4 (0.9) 1.4 (0.9) 1.0 (0.7)

回波损耗 [dB] < 40 < 55 < 55 < 60

串扰 [dB] ≤ 55

重复性 [dB] ≤ 0.01

偏振相关损耗 PDL [dB] ≤ 0.1

切换时间 [ms] ≤ 2

保证使用寿命                                         [循环次数] > 108

开关频率 [s-1] ≤ 50

工作电压 [V] 5

功耗 [mW] < 450

工作温度 [°C]      0 至 +60

储存温度 [°C] –40 至 +80

外壳（标准） 19" 机架 3 HU*

eol 10-通道光闸 19“ 机架，2 HU

FiberSwitch 多通道光闸
eol N (N= 1…32)

eol N (N=1…32)

请在购买申请上注明

■■ 通道数（N = 1, 2, 3…32; 根据购买申请增加通道数）

■■ 光谱范围（工作波长范围）

■■ 光功率（最大值）：可选1W高功率版

■■ 光纤类型（如：E9/125或类似）

■■ 尾纤长度（m）

■■ 连接器类型（如： FC、SC、 LC、E2000）
■■ 电接口类型（如：RS232、TTL、I2C、以太网、USB）
■■ 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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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请进一步配置

a

b

c

d

1

2

c

d

a

b

1

2
3

4

版本 1 

eol 2×2 · mol 2×2 (4 开关位置)

版本 2 

eol 2×2 · mol 2×2 (4 开关位置)

c

d

e

f

a

b

1

2

3

4

a

b

c

d

e

f

1

2

版本 3  

eol 2×4 · mol 2×4 (2 开关位置)

版本 4

eol 2×4 · mol 2×4 (4 开关位置)

1

c

d

e

f

g

h

i

j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1

2

3

4

5

a

b

版本 5  

eol 2×4 · mol 2×4 (5 开关位置)

版本 6 

eol 2×8 (9 开关位置)

光开关的开关原理
eol 2×N · mol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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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预制棒和光纤的生产

■■  熔融石英生产

■■ 渐变型或阶跃型预制棒生产

■■ 芯径为10-2700µm的多模光纤生产

设计与开发

■■ ■客户定制系统解决方案与原型的开发

■■ 有关材料科学和技术研发的工业研究项目

■■ 通讯（楼宇和工业布线系统）

■■ 能源（矿业、风能、太阳能、核能、石油、水电）

■■ 机械和设备工程（拖链和交换机）

■■ 自动化和机器人（工业以太网、总线系统、材料加工用高功率激光器）

■■ 交通工程（航空和太空旅行、运输）

■■ 国防（系统组件和野战光缆）

■■ 激光技术（用于激光焊接/治疗的有源/无源光纤）

■■ 音频/视频/多媒体

■■ 医学和生命科学（激光探针、内窥镜）

■■ 传感器技术/分析（色彩、浑浊度和气体传感器技术、环境工程）

■■ 照明技术

■■ 船舶和海洋工程（转向控制光缆）

■■ 光谱学（化学和食品工业、天体物理学）

■■ 科研机构（大学、研究中心）

■■ 光学工程（熔融石英）

光纤事业部 
每个应用领域的产品解决方案
我们的核心领域



www.leoni-fiber-optics.com

15应用于光学系统的光开关 FiberSwitch

二氧化硅、预制棒和光纤的生产

■■  熔融石英生产

■■ 渐变型或阶跃型预制棒生产

■■ 芯径为10-2700µm的多模光纤生产

特种光纤光缆生产 

■■ 标准及特种光纤（玻璃、二氧化硅、POF、PCF）的内部生产

■■ 含电波导、光波导的混合电缆

定制组装与特种组件

■■ 应用于工业、医疗和科学领域的光纤系统组装

■■ 平面光纤生产，如光分路器

■■ 光开关生产

在整个价值链中与您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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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I Fiber Optics Inc.

209 Bulifants Blvd.

Williamsburg, VA 23188

USA

Phone +1 757-258-4805 

Fax +1 757-258-4694

E-mail  fo-americas@leoni.com

LEONI Fiber Optics GmbH 

Im Semmicht 1a

07751 Jena · Germany

Technical support

Phone  +49 (0)3641-53164-11

Sales Indoor Service

Phone  +49 (0)36764-81-100

Fax  +49 (0)36764-81-110

E-mail  fiber-optics@leoni.com

更多信息：

光纤事业部
www.leoni-fiber-optics.com

莱尼电气线缆（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西路21号

邮编 213022

电话 +86(0)519-8988-7783

传真 +86(0)519-8515-2189

邮箱 fo-china@leon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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