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150L 光纤冷光源 

 使用说明书 
 
 
 
 
 
 

 

 

 
 
 
 
 

在操作使用光源器前，请从这里开始……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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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欢迎您选用本公司光纤冷光源，本光纤冷光源是一种高效、

适用于各类可见光范围内各种光纤传光束之光源器。可广泛

应用于各种显微镜及医疗、教学、科研、文物保护等领域的

强光照明。 

● 特征 

*使用 OSRAM\PHILIP 公司，EKE 21V 150W 原装专业仪器

灯泡。 

*具有反射冷光涂膜之反射杯和过滤 UV 和 IR 之镜片，使光

源输出光温度低,色温高,光斑均匀。 

*换灯自动断电保护。 

*采用过温度和过负载保护措施,使用更安全.  

*静音设计，工作噪音低于 33 分贝。 

*精心设计通风系统,整机工作温度低。 

*采用上开盖式换灯结构,使换灯和换滤光器更方便。 

●关于本使用说明书 

*在使用 H-150L 光源器之前应熟悉本使用说明书，请仔细阅

读本说明书的第一部分和机器背面所印的警告，如果未按说明

书正确操作产生危害,本公司将不负任何责任.你对光源器的安

全操作和维护有任何疑虑请与销售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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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 在操作使用光源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 如果要更换灯泡,保险丝或滤光器，应先关闭电源使之冷却 10

分钟后进行。 

● 禁止放置在潮湿场所使用，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 易燃物质与光源器保证至少 20CM 的安全距离。 

● 禁止堵塞入风口和出风口。 

● 严禁光纤在无滤热镜片情况下使用光源器，否则会损坏光纤

入光接头和伤害操作者。 

● 在光源器工作时,禁止用眼睛直接观察出光口的光。 

● 在使用光源器前请检查电源电压、频率是否与光源器设置相

匹配。 

● 保证光源器接地良好情况下使用。 

● 禁止在环境温度超过 45℃（113°F）环境中使用光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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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说明 

1. 电源： 

在光纤冷光源接通电源之前，请检查所提供的电源电压、频率

是否与本光源器的电压、频率设置相同.电源电压范围在 230V

±12V; 110V±6V。注意：光源器电源插头为三叉插头，必须保

证接地插针良好接地。 

如图一所示，首先确认使用地区的市电电压，然后确认冷光源

所使用的电压是否与之相符，否则应选择相应的输入电压的冷

光源。 

 

                               

 

 

 

                                

 

图（一）       1．AC 输入插座     2. 线控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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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亮度调节 

如图（二）所示，

直接用正面板

上的亮度控制

旋钮调节亮度。

顺时针方向为

增强，逆时针方

向为减弱。 

                    

图（二） 

1．换灯盖旋钮  2. 光纤插座  3.亮度控制钮 

4.线控转换开关  5.AC 电源开关 

 

3. 组合光纤使用方法： 

根据用户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合的光纤传光束插入图（二）所

示的光纤插座内，并锁紧止动螺钉。 

 

4.安装调试 

将电源线的插头插入如图（一）所示的 AC 输入插座内，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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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电源开关，这时 AC 电源开关指示灯亮，表明电源已接通，

冷光源开始工作。调节亮度控制旋钮，输出光有亮暗变化。

至此，冷光源安装准备就绪。将光纤出光头安装于显微镜或

其它受光体的适当位置即可正常使用。 

 

5.安装滤光器 

用户根据使用的需要，如果需要安装滤光器，可按如下步骤

进行：旋动换灯盖旋钮,打开上盖,看到二组滤光器,其中靠近

灯泡的是隔热滤光器,另一组靠近光纤插座是蓝色滤光器（见

图三）.将相应不用的滤光器抽出,再在原位置按正确的方向

插入新的滤光器即可，如图三所示。  

 

 

 

图（三） 

标准配置的光纤冷光源在出厂前已安装好滤光器，如果用户
自已需要更换滤光器上的滤光片时，应注意滤光片的安装方
向，即安装时将镀膜面装在向着入射光的一面，否则，有可
能损坏滤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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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更换灯泡的方法 

冷光源灯泡使用超过寿命时间后，就可能损坏，这时就要更换新

灯泡。方法如下：首先拨掉 AC 电源的插头，确认灯室温度接近

室温（此时间需要 10 分钟以上），旋动换灯盖旋钮,打上盖,看到

里面的灯泡,将其从灯架上轻轻卸下, 按原样换上同规格灯泡

（21V/150W）即可，（如图五）。     

图（五） 

 

二、光源器的维护保养 

 
  在使用过程中，先将亮度控制旋钮旋至最小，然后打开 AC

电源开关。不要时常突然打开或关断冷光源的电源开关，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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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将会缩短灯泡的使用寿命并损害电器装置 。 

  光源器在使用时，要保证底部进风口和背面排风口畅通，以

利于冷光源内部的热量及时排出。 

  冷光源使用一段时间后会突然不亮，这可能是冷光源内的灯

泡寿命终止，应更换新的同规格灯泡。内置的灯泡和滤光片

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严格防止沾染油污，避免用手直接接

触。如果受到污染，可用脱脂棉蘸少许乙醇混合液擦拭干净。 

  冷光源在使用和放置过程中要保持内部的清洁，特别是要防

止尘埃、潮湿、油污等，保证机器有良好的电气绝缘性能。

如果光源器长期不使用，应将光源器装入包装盒内， 置于

干燥的环境中保存 。 

  操作人员应遵守当地安全操作规程，必须完全担负起安全使

用本光源器的责任。如果确认光源器损坏，请不要随便拆卸，

自行维修。应与本公司售后服务部联系或将光源器直接寄回

本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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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 产生原因 排除方法 

无光,风扇不转 无电源 将电源线与电源插座

连接好. 
保险丝损坏 更换保险丝 

风扇转动但无亮光 灯泡与插座未连接好 重新连接 

灯泡烧坏 更换新的同型号灯泡 
光强度弱 光纤接头未正确插入 重新正确插入光纤 

光纤入光口和出光口

不洁 
清洁光纤端口 

光纤损坏 更换光纤 
灯泡位置不正确 调整灯泡位置 
灯泡反光膜老化 更换新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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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B 技术性能 

 

外形尺寸……..………….....…215（W）*90（L）*127（H）mm 

重量…………………..………………………………...2.0 KG 

*电气参数 

 额定输入………………AC115V/AC230V±15% 50/60Hz200W 

额定输出：… DC3V~DC21V±10%（卤素灯工作电压）7A（MAX） 

保险丝…………T5AL250V 低分断能力玻璃保险丝（延时型） 

抗电强度：..................1750VAC/5MA/一分钟不击穿 

*光源性能 

 灯泡…………..………………………21V/150W EKE型卤素灯； 

功率……………..……………………………...………….150W 

灯泡寿命………………………………………额定寿命 200H 

显色指数…………………………………….………………85 

色温……………………………A.无滤光片时：2500K~3200K 

                           B.有滤光片时：5600K（最大） 

输出光照度：……………………………………... >120000L 

*结构 

光源器分接头………………..…………………………..铝材 

*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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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却方式……………………………………………….风冷 

 正常条件下表面温度………………………….45℃(113°F) 

*风扇技术参数 

 输出功率………………………………………………..3.0 W 

工作电压……………………..…………….…..DC12V 0.25A 

 转速…….……….…………………………………..3200RPM 

噪声…………………………….…………...………..33dB(A) 

外形尺寸……………...……......…….………80×80×25mm 

*环境 

 使用环境温度.............................-20℃~45℃ 

 保存环境温度.............................-10℃~60℃ 

使用和保存环境湿度....温度达到31度时，相对湿度是80%， 

温度达到 40 度时，相湿度减少到 50% 

海拨高度...................................2000m max 

安装种类.........................................Ⅱ 

污染度............................................2 

使用环境质量................无导电尘埃，无腐蚀性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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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装箱清单 

 

B5200 光纤冷光源…….………………………………..……1 台 

电源线 ……………………………….…………….....….…. 1 根 

说明书…………………………………………………...…...1 份 

 

 

 

 

 

 

 

厦门叁诺仪器有限公司 

TEL：0592-5601816 

FAX：0592-5601815 

深圳市叁诺西努科技有限公司 

TEL：0755-28062990 

FAX：0755-28062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