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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简介 

OTP6123 手持式 OTDR 测试仪是 OPWILL 手持式测试产品中的一款。它覆盖

城域网、接入网/FTTx 和 LAN 网络的所有光纤应用，可提供完善的光纤测试。同

时 OTP6123 具备轻巧、灵活、耐用的特点，可应用于室内实验室或室外现场环

境点，是运营商在光网络建设阶段进行验证或网络运行阶段故障排查的最佳测试

工具。 

本文档的目的是帮助操作人员快速便捷使用 OTP6123 系列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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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P6123 仪表说明 

1.1. 前面板 

 

图 1-1 前面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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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LED 面板说明 

LED 状态 说明 

 

绿色 

（长亮） 

设备打开 

绿色 

（闪烁） 

设备关机，电池正在充电 

不亮 设备关闭 

 

绿色 

（长亮） 

 

设备通过交流电供电 

电池已充满 

绿色 

（闪烁） 

 

（闪烁） 

 

开机状态，电池正在充电 

红色 

（闪烁） 

设备未通过交流电供电，电池处于低电量状态 

红色 电池错误 

不亮 设备关闭 

设备未由交流电供电，电池电量高于“低电池阈值” 

 

绿色 当前显示的应用程序结果状态为通过（结果没有超出定义的

阈值） 

红色 当前显示的应用程序结果状态为未通过（结果超出定义的阈

值） 

 

绿色 激光状态 LED，至少有一个光模块发射光信号 

不亮 激光器未发射光信号 

表 1-1 LED 面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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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按钮说明 

按钮 说明 

F1、F2 和 F3 功能键，分别对应当前页面中显示的 3 个功能选项 

 或  
功能移动键，可显示上一组或下一组功能选项 

CANCEL/X 取消/退出键 

OK /√     

 

 

 

 

选择/确认键 

 、 、  或  

导航键，分别代表左、下、右、上 方向键  

AUTO 智能测试键 

 

AB 线、缩放、移动曲线功能切换 

MENU 回到主界面、主菜单 

TEST 运行/停止键，长按可在手动/实时模式下切换。 

图标  
快捷键 显示事件列表 

图标 INFO 快捷键 显示曲线信息 

图标  
快捷键 打开曲线 

图标 ？ 快捷键 帮助信息 

图标 VFL 快捷键 红光 

图标  
快捷键 保存曲线 

数字键 实现数字操作 

 还原曲线 

 

（1）开机：按 按钮进行开机操作； 

（2）软关机：按 按钮约 3 秒钟后听见“嘀”一声响关闭设备； 

（3）硬关机：按 按钮 10 秒钟直到设备电源关机； 

表 1-2 按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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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右侧面板 

 

图 1-2 右侧面板示意图 

1.2.1. 接口说明 

接口类型 名称 说明 

 

RJ45 接口 连接以太网 

 

电源接口 连接电源适配器 

 USB 接口（B 类型） 连接 USB 电缆等外设 

 

USB 接口（A 类型） 连接 U 盘等 USB 外设 

表 1-3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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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顶部面板 

 

图 1-3 顶部面板（有通 OTDR） 

 

图 1-4 顶部面板（PON OTDR） 

1.3.1. 接口说明 

接口名称 功能 支持连接头类型 

SM 支持可选 1310nm、1490nm、1550nm 三种波长 FC/PC;FC/APC 

VFL 红光光源 FC/PC 

Power Meter 光功率计 FC/PC 

SM Live 支持可选 1625nm、1650nm FC/PC;FC/APC 

表 1-4 接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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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DR 手动测试 

2.1. 基本参数配置 

 

图 2-1 参数配置 

参数名称 说明 备注 

端口 SM 、SM Live 对应表 1-4 中的接口说明 

波长 选择对应波长 SM：1310nm、1490nm、1550nm 及所有波长；   

SM Live:1625nm、1650nm 

范围 支持 0.5km~240km 建议范围选择实际长度的 1.5~2 倍 

脉宽 支持 3ns~20000ns 选择合适的脉宽，建议使用默认脉宽 

时间 1s-300s，实时 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建议 10s 采样时间（采样

时间越长，采样次数越多） 

折射率 折射率 根据波长和光纤材质设定 

测试类型 快速、常规、精度 精度越高，采样次数越多 

分析事件 是/否 是否进行事件分析，默认选择是 

表 2-1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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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试案例 

2.2.1. 短纤测试 

现以 1.5km（1km+0.5km）光纤、波长 1310nm 为例进行测试，具体参数配置

和测试过程如下；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图 2-2 进入设置界面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310nm，范围 2.5km，脉宽 30ns，时

间推荐 10s，测试类型精度，分析事件选择是； 

 

图 2-3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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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按“TEST”按钮，或点击“启动”菜单进行测试； 

 

图 2-4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2.2.2. 长纤测试 

根据光纤链路损耗的特性，动态范围越高可测光纤长度越长（一般预留 6-8dB

损耗作为接头等损耗），由此可知测试 160km（40km+40km+40km+40km）长度光

纤，仪表的 1550nm 动态范围要求在 40dB 及以上；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见图 2-2 所示；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550nm，范围选择最大 240km，脉宽

选择最大 20000ns，时间推荐 180s，测试类型快速，分析事件选择是； 

 

图 2-5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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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按“TEST”按钮，或点击“启动”菜单进行测试； 

 

图 2-6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2.2.3. PON 分路器测试 

分路器测试建议使用 1625nm 波长，以二级分路器（4 路*16 路）为例（末端

阈值建议 25dB）；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见图 2-2 所示；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 Live，波长 1625nm，范围 5km，脉宽 1000ns，

时间推荐 10s，测试类型快速，分析事件选择是； 

 

图 2-7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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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阈值设置； 

 

图 2-8 阈值设置 

步骤四：按“TEST”按钮，或点击“启动”菜单进行测试； 

 

图 2-9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五：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六：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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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宏弯环境测试 

鉴于不同波长对宏弯敏感度的差异，建议选择 1550nm 或者 1625nm 测试宏弯

环境； 

现以 1550nm 波长为例，环境：1km+宏弯+1km+宏弯+2km，按以下步骤进行

测试；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见图 2-2 所示；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550nm，范围 15km，脉宽推荐 100ns，

时间推荐 10s，测试类型快速，分析事件选择是； 

 

图 2-10 参数配置 

步骤三：按“TEST”按钮，或点击“启动”菜单进行测试； 

 

图 2-11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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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果分析 

2.3.1. 结果查看 

测试完成后，可通过“结果”菜单查看相关信息； 

 

图 2-12 进入结果菜单操作 

“结果”菜单包括事件列表、曲线信息、曲线总览等相关信息； 

 

图 2-13 事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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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曲线信息 

 

图 2-15 曲线总览 

2.3.2. 曲线分析 

通过“操作”菜单和前面板中相关按钮对曲线进行分析； 

 

图 2-16 进入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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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操作菜单切换 

名称 说明 

切换 AB 线 切换 AB 线的选择 

锁定 AB 线 锁定/解除 AB 线 

分析事件 分析事件 

隐藏事件 隐藏/显示事件点 

还原刻度 还原曲线 

切换曲线 多条曲线时进行曲线切换 

删除曲线 删除当前显示曲线 

返回 返回主菜单 

表 2-2 操作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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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2.4.1. 保存文件 

方式一：测试完成后，可通过下图方式保存文件； 

 

图 2-18 进入保存界面 

（1）默认保存设备内置路径：\user\OTDR_DATA\； 

 

图 2-19 默认存储路径 

（2）可直接保存外接移动存储设备内，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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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选择移动存储设备； 

 

图 2-20 选择移动设备 

步骤二：在移动设备内新建文件夹； 

 

图 2-21 新建文件夹 



OTP6123 快速操作手册 

18 

步骤三：保存文件； 

 

图 2-22 保存文件 

方式二：测试完成，设备具有自动保存测试文件功能； 

 

图 2-23 进入存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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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开启自动保存使能 

2.4.2. 打开文件 

通过下图方式打开保存的文件； 

 

图 2-25 进入打开界面 

 

图 2-26 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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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导出文件 

数据可通过图 1-2 所示的 USB 接口进行导出和导入，具体操作如下： 

步骤一：进入系统界面； 

 

图 2-27 进入系统界面 

步骤二：进入资源管理器界面； 

 

图 2-28 进入资源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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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打开并复制文件； 

 

图 2-29 拷贝文件 

步骤四：粘贴文件到外部存储设备； 

 

图 2-30 粘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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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模式测试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智能测试仅需配置端口、波长、时间、折射率，其

它参数默认； 

 

图 3-1 参数配置 

步骤三：按“AUTO”按钮进行测试； 

 

图 3-2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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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TA 功能 

4.1. iOTA 测试 

可同以下两种方式进入 iOTA 程序； 

方式一：点击“退出”菜单，进入功能选择界面，双击 图标进入 iOTA 测

试界面； 

 

图 4-1 进入退出菜单 

 

图 4-2 选择 iOTA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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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通过模式切换进入 iOTA 测试界面； 

 

图 4-3 进入 iOTA 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步骤一：选择“设置”，进入”设置”菜单； 

 

图 4-4 进入设置菜单 

步骤二：基本参数配置，选择对应的端口和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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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参数配置 

步骤三：如果链路中存在分光器，需要进行相应设置； 

 

图 4-6 一级分路器设置 

步骤四：二级分路器设置参见上图中的一级分路器设置； 

步骤五：按“TEST”按钮，或点击“启动”菜单进行测试； 

 

图 4-7 测试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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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OTA 结果分析 

测试完成后，测试结果直接显示在界面，点击相关的事件点可查看该事件点

具体信息； 

 

图 4-8 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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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件功能 

在 OTDR 或 iOTA 测试界面中，均可通过点击“工具”菜单，开启功率计、光

源、红光可选功能，现以 OTDR 测试界面为例； 

 

图 5-1 工具主菜单 

5.1. VFL 

VFL 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VFL 接口； 

方式一：快捷按钮实现 VFL; 

步骤二：通过前面板快捷按钮实现红光的开启和关闭功能； 

 

图 5-2 VFL 操作（方式一） 

方式二：通过界面操作实现 VFL; 

步骤二：选择“工具”主菜单，进入“VFL”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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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VFL 操作（方式二） 

5.2. 光源 

光源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SM 或 SM Live 接口； 

步骤二：选择“工具”主菜单，进入“光源”界面；选择对应波长的光源； 

 

图 5-4 光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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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功率计 

功率计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Power Meter 接口； 

步骤二：选择“工具”主菜单，进入“功率计”界面； 

步骤三：显示测试结果； 

 

图 5-5 功率计操作 

5.4. 网络工具 

进入“系统”主菜单，再进入“网络工具”菜单，具体如下： 

 

图 5-6 系统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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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网络工具界面 

5.4.1. Ping 

Ping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界面“Ping”按钮，进入 Ping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设置目的地址以及其他参数； 

步骤四：点击“Ping”按钮执行 Ping 操作； 

 

图 5-8 Ping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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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路由跟踪 

路由跟踪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界面“路由跟踪”按钮，进入路由跟踪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设置目的地址； 

步骤四：点击“开始”按钮执行路由跟踪操作； 

 

图 5-9 路由跟踪操作 

5.4.3. 抓包 

抓包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连接网络环境； 

步骤二：点击“开始”按钮执行抓包操作； 

 

图 5-10 抓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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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FTP 

FTP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界面“FTP”按钮，进入 FTP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输入服务器端 IP、用户名及密码； 

步骤四：点击“连接”按钮进行连接； 

 

图 5-11 FTP 操作 

5.4.5. HTTP 

HTTP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界面“HTTP”菜单，进入 HTTP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输入 Http 地址和连接次数； 

步骤三：点击“开始”按钮，进行连接； 

 

图 5-12 HTTP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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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远程控制功能 

OTP6123 支持通过 PC 或笔记本电脑远程控制仪表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一：请在 PC 或笔记本电脑上安装 OPWILL 远程控制软件

RemoteDesktopHost.exe，软件可在光盘或联系 OPWILL 公司取得； 

步骤二：将网线插入 OTP6123 的 RJ45 接口； 

步骤三：进入“系统”主菜单，再进入“网络设置”界面，具体如下： 

 

图 6-1 系统菜单 

 

图 6-2 网络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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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点击“远程桌面”菜单，进入远程桌面界面； 

 

图 6-3 启动远程桌面 

步骤五：在 PC 端或者笔记本上，打开软件 RemoteDesktopHost.exe，连接

OTP6123 仪表; 

 

图 6-4 远程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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