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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此用户使用说明版权为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鑫激光” ）

所有，创鑫激光保留所有权。除了版权法所允许的情况外，任何第三方单位或个人，

未经创鑫激光许可，不得出于任何目的通过任何途径及媒介在可检索的系统上复制、

改编、传播或出版此文档，复制件应保留相应版权和原始版本的所有声明。

创鑫激光确信本使用说明提供的信息是正确可靠的，但不作任何保证、陈述、

表达或暗示此文档可用作其他场合的应用参考，且不承担任何因使用此文档侵犯专

利或侵犯任何第三方权利所致的法律责任。因使用文档可能导致的间接或直接损伤

相关设备的情况，创鑫激光不负任何责任。

本文档中出现的创鑫激光和创鑫激光标志已被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注

册为商标。此商标无违反任何商标法的规定。创鑫激光对文档信息中所出现的专利

或知识产权不授予任何权利。

对此文档中任何信息的改动和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引 语
欢迎您使用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连续焊接 / 熔覆光纤激光

器产品，为便于更好使用及维护您的激光器设备，我们组织人员编撰了本文档。由

于编者本身水平有限，文档难免存在纰漏，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

也请不吝赐教 , 以帮助我们不断修订完善。再次感谢您使用创鑫激光的产品！

在使用本产品前，请您仔细阅读创鑫激光提供的《连续焊接 / 熔覆光纤激光器

使用说明》，以熟悉操作和维护本设备。我们强烈推荐操作人员在操作设备前，阅

读本使用说明。

本使用说明将作为随机附件，为我们现有客户或潜在客户提供重要操作、安全

及其他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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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是国内首批成立的光纤激光器

制造商之一，也是国内首批实现在光纤激光器、光学器件两类核心技术上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并进行垂直整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公司现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

光纤激光器及核心光学器件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激光器厂商，是国内市场销

售额排名第二的国产光纤激光器制造商。

公司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连

续光纤激光器和直接半导体激光器等系列产品，并实现了泵源、合束器、光纤光栅、

隔离器、激光输出头、剥模器、声光调制器、模式匹配器等光学器件自主生产。产

品广泛应用于打标、雕刻、切割、钻孔、熔覆、焊接、表面处理、快速成形及增材

制造等加工工艺。

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进入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官网：

http://www.maxphotonics.com

产品以最新设计为准，不另行通知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芙蓉工业区芙蓉三路创鑫激光产业园
官网 : http://www.maxphotonics.com
热线 : 400-900-9588
电话 : +86-755-36869377
邮箱 : info@maxphoton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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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焊接 / 熔覆机型保护套件拆卸作业指导

1、摘掉保护套筒，清洁表面

（1） 如图 1-1 所示，光纤输出头由保护套筒、保护盖以及保护套件三部分组成。

首先取下黑色保护套筒。

（2）如图 1-2 所示，用蘸取酒精的无尘布擦拭输出头。

图 1-1 光纤输出头示意图

图 1-2 清洁光纤输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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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下机米螺丝，卸下保护套件

（1） 如图 2-1 所示，取下保护套件侧壁的机米螺丝，逆时针旋转取下保护套件。

（2）如图 2-2 所示，侧壁如果有黑色橡胶圈，需要用镊子取掉，取胶圈时一

定要注意镊子不能划伤光纤输出表面。（光纤输出头分为有胶圈和无胶圈，无胶圈

不用上述操作）

图 2-1 取掉保护套件

图 2-2 取掉黑色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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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洁石英棒及输出头结构件

如图 3-1 所示，用蘸有适量酒精的棉签、无尘布清洁输出头结构件螺纹、侧面，

用蘸有酒精的棉签在显微镜下清洁石英棒端面。

4、精细清洁石英棒端面

（1）如图 4-1 所示，将 LOC 的铠缆件放入安装槽位，插入固定块并锁紧螺丝，

根据产品结构取下镜头件或防尘帽。

图 3-1 清洁石英棒及输出头结构件

无尘布清洁螺纹 使用棉签清洁螺纹处 显微镜下清洁石英棒端面

图 4-1 固定铠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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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图 4-2 所示，打开端面检测仪和光源，将放大刻度调整到 0.7 或 1.0，

以便使整个端面显示在屏幕上。

图 4-1 打开光源，调好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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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图 4-3 所示，调整焦距和光源亮度，以能够清晰看到晶体端面为准。

如果焦距在达到极限的情况下图像依然模糊不清，则需要重新调整铠缆件前后距离

并继续调焦，直到待检区域清晰可见。（要求端面不能存留可清洁物）

图 4-3 调整焦距和光源亮度

调整焦距旋钮

端面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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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详细规格

1- 整机光学特性参数表
序号 特性参数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1 工作模式 连续 / 脉冲
2 偏振态 随机

3

MFSC-1000 100% 功率输出 950 1000 1050

W

MFSC-1500 100% 功率输出 1450 1500 1550
MFSC-2000 100% 功率输出 1900 2000 2100
MFSC-3000 100% 功率输出 2900 3000 3100
MFSC-4000 100% 功率输出 3900 4000 4100
MFSC-5000 100% 功率输出 4900 5000 5100
MFSC-6000 100% 功率输出 5900 6000 6100

4 中心波长 100% 连续 1070 1080 1090 nm
5 光谱带宽（3dB） 100% 连续 3 4 nm
6 短时功率稳定性 100% 连续 >1h 1 2 %
7 长时功率稳定性 100% 连续 >24h 3 5 %

8 光束质量 （BPP）

100um-QBH 输出 3.1 3.5

mm x 
mrad

200um-QBH 输出 6.4 7
300um-QBH 输出 10 12
400um-QBH 输出 15 17
600um-QBH 输出 25 28

9 激光开启时间 10% → 90% 输出 100 150 μs
10 激光关闭时间 90% → 10% 输出 100 150 μs
11 调制频率 100% 输出 5 KHz
12 指示红光功率 100% 输出 200 μW
13 光纤线缆长度 QBH 输出 15/20 m
14 输出光纤芯径 100/200/300/400/600（可选） μm
15 光纤线缆弯曲半径 200 mm
16 输出方式 标准 QBH（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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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务与维修

1- 维修须知

注意：

◎ 本产品无用户需自行维修的零件、部件或与组件，所有检修作业需创鑫激光

的专业人员完成。

◎ 为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务必在发现故障后尽快与创鑫激光或当地代表联系，

并申请产品维修或更换服务，经创鑫激光授权后，请将保修品进行相匹配包装，再

寄回创鑫激光。

◎ 当收到产品后发现任何损坏，必须留有证明文件，以便向运输商主张权利。

重要：

◎ 在未经沟通确认的情况下，请勿寄送任何产品回创鑫激光。

◎ 如产品不在保修期或保修范围内，请客户负责产品维修费用。

更改：

◎ 创鑫激光享有对产品的任何设计或结构进行更改的权利，如有变更恕不另行

通知。

2- 服务声明

关于创鑫激光产品安全、设置、操作或维护等问题，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严格

遵循操作指引解决。

如有问题，请致电创鑫激光客户服务部：400-900-9588 

您反馈的问题，经创鑫激光客户服务部确认后，将由技术支持小组专项跟进。

如您的问题在通过与技术支持小组沟通后，仍无法解决，您可能需要将产品寄回创

鑫激光，以进行深入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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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修声明

1- 综合条款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同保修期内因材料或生产工艺引起缺陷的产

品，提供保修服务，并保证产品正常使用下符合文档提及的相关质量和规格要求。

深圳市创鑫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合同保修期内因材料或生产工艺引起故障的产

品，提供维修或更换服务，在保修范围内的产品的维修或更换，仍按照原产品剩余

保修期限进行保修。

2- 保修限制

产品、部件（包括光纤接头）或设备在以下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1）被创鑫激光以外的人员人为篡改、打开、拆解或改造的；

（2）因不正当使用、疏忽或意外造成损坏的；

（3）在超出产品规格和技术要求范围外使用的；

（4）因用户软件或接口造成故障从而间接导致激光器损坏的；

（5）因不正确安装、维修或本手册未包含的其它非正常操作条件下使用的；

（6）配件和光纤连接器不在保修的范围内。

以上信息，客户有责任明了并按照用户手册进行操作，否则引起的产品故障将不

在保修范围内。

重要：

◎ 在保修范围内，客户必须在发现故障的 31 天内进行反馈。

◎ 创鑫激光没有授予任何第三方单位或个人对我司产品进行维修或更换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