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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简介 

iOTDR是OPWILL全新推出的高性价比的手持平台式测试仪。它覆盖城域网、

接入网和 LAN 网络的所有光纤应用，可提供完善的光纤测试。机身小巧轻便、

坚固耐用、便于携带，机身设计简单、实用，操作方便测试精度高，可通过无线

蓝牙连接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进行测试。操作方式新颖高端，非常符合现代化

标准。iOTDR 是通信运营商、专网用户、网络建设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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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TDR 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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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OTDR 仪表说明 

1.1. 前面板 

 

图 1-1 前面板 

1.2. 顶部面板 

 

图 1-2 顶部面板（有通 OTDR） 

 

图 1-3 顶部面板（PON OT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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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接口及指示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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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  光功率计 F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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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状态 描述 

激光指示灯 红色 

（闪烁） 

激光器发光 

不亮 激光器不发光 

表 1-1 接口及指示灯描述 

1.3. 底部面板 

 

图 1-4 底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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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LED指示灯描述 

LED 状态 描述 

 

绿色 

（闪烁） 

 

电池充电状态 

绿色 

（长亮） 

 

电池充满状态 

不亮 不充电状态 

 

蓝色 

（长亮） 

蓝牙处于未连接状态 

蓝色 

（闪烁） 

蓝牙处于连接状态 

不亮 关机状态 

 

绿色 

（长亮） 

开机状态 

不亮 关机状态 

标示 名称 描述 

 
电源键 用来控制设备开关机 

 
电源接口 连接电源适配器 

表 1-2 LED 指示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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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DR 手动测试 

2.1. 准备工作 

步骤一：下载 iOTDR 应用软件；可通过豌豆荚、百度手机助手、UC 应用商店

下载 iOTDR 应用软件； 

步骤二：安装 iOTDR 应用软件；应用软件可安装在 android4.0 以上版本的手

机或者平板电脑上，安装成功后 图标显示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屏幕上； 

 

图 2-1 iOTDR 应用软件 

步骤三：按图 1-4 底部面板电源键 进行开机； 

步骤四：点击手机或者平台电脑上的 应用软件图标进入主框架界面，然后

点击 图标弹出打开蓝牙功能的提示框选择允许，点击“开始搜索”按钮，搜到

到仪表 MAC 地址点击搜索到的 MAC 地址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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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通过蓝牙进行连接 

步骤五：连接成功后显示设备已连接，进入 iOTDR 主界面，主界面有两种操
作程序 OTDR 和 iOTA，选择后进入对应的程序； 

 

图 2-3 程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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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池及设备信息 

2.2.1. 电池状态及设备信息 

设备连接成功后，点击 图标可显示电池状态和设备信息； 

 

图 2-4 设备信息 

 

图 2-5 电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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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描述 

 

设备未连接 

 

低电量（小于 15%） 

 

实时电量 

 

充满电 

 

充电 

表 2-1 电池图标描述 

2.2.2. 更改设备名 

 

图 2-6 更改设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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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本参数配置 

 

图 2-7 参数配置区域 

参数名称 说明 备注  

波长 选择对应波长 SM：1310nm、1490nm、1550nm；   

SM Live:1625nm、1650nm；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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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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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类型 快速、精度 精度测试采样次数多 

折射率 折射率 根据波长和光纤材质设定； 

表 2-2 参数配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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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案例测试 

2.4.1. 短纤环境测试 

现以 1.5km（1km+1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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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配置，波长 1310nm，范围 2.5km，脉宽 30ns，采样时间推

荐 10s； 

  

图 2-8 参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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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2-9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5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6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2.4.2. 长纤环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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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配置，波长 1550nm，范围选择最大 240km，脉宽选择最大

20000ns，采样时间推荐 1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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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参数配置 

步骤二：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2-11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5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6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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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PON分路器环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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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配置，波长 1625nm，范围 5km，脉宽 1000ns，采样时间推

荐 10s； 

 

图 2-12 参数配置 

步骤二：设置末端阈值； 

 

图 2-13 末端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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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2-14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5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6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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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配置，波长 1550nm，范围 15km，脉宽推荐 100ns，采样时

间推荐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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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参数配置 

步骤二：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2-16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5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6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iOTDR 快速操作手册 

16 

 

2.5. 结果分析 

2.5.1. 结果查看 

测试完成后，可切换至“事件表”查看相关事件结果内容； 

 

图 2-17 事件表内容 

测试完成后，可通过主菜单“曲线信息”查看曲线相关结果信息； 

 

图 2-18 曲线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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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曲线分析 

1、旋转屏幕；测试完成后，可通过旋转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屏幕获得更佳的曲

线视图； 

 

图 2-19 旋转屏幕效果图 

2、移动 AB 线；通过移动 AB 线显示事件点或者区域相关信息； 

 

图 2-20 移动 AB 线 

3、缩放曲线；通过手指上下左右缩放曲线； 

 

图 2-21 缩放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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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数据处理 

2.6.1. 保存文件 

方式一：测试完成后，点击 进入主菜单，选择“保存文件”菜单进行文件

的保存；默认保存在手机或者平板内置存储/OTDRData 文件夹，也可以保存在外设

设备中； 

 

图 2-22 保存数据 

方式二：iOTDR 具有自动保存功能； 

 

图 2-23 自动保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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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打开文件 

通过下图方式打开文件； 

 

图 2-24 打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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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删除文件 

方式一：通过打开文件界面删除文件； 

 

图 2-25 删除文件-1 

方式二：通过保存文件界面删除文件； 

 

图 2-26 删除文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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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报告处理 

测试结果除了支持.sor、.iota 格式外，iOTDR 应用程序支持生成 PDF 格式的报

告；  

 

图 2-27 生成报告 

文件可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分享，文件分享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添加分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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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添加分享文件 

步骤二：选择文件分享方式； 

 

图 2-29 选择分享方式 

步骤三：文件分享； 

 

图 2-30 文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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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TDR 智能测试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智能测试仅需选择波长、采样时间、折射率； 

 

图 3-1 参数配置 

步骤二：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3-2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5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6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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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TA 功能 

主框架界面，点击 进入 iOTA 程序，点击 返回到主框架界面； 

 

图 4-1 进入 iOTA 程序 

4.1. iOTA测试 

测试步骤如下；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选择对应波长； 

 

图 4-2 波长选择 



iOTDR 快速操作手册 

25 

 

步骤二：如果链路中存在分光器，需要进行相应设置； 

 

图 4-3 分路器设置 

步骤三：二级分路器设置参见上图中的一级分路器设置； 

步骤四：点击 按钮执行测试； 

 

图 4-4  测试结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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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OTA结果分析 

测试完成后，可通过界面上的“事件表”菜单，或者通过主菜单中的“事件

表”选项查看相关信息，“链路信息”菜单显示链路相关信息；  

 

图 4-5 事件表内容 

 

图 4-6 链路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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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件功能 

5.1. 光功率计 

光功率计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PM 接口； 

步骤二：主界面点击 进入光功率计界面； 

步骤三：显示结果； 

 

图 5-1 光功率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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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界面点击 进入光源界面，选择对应波长的光源和波形； 



iOTDR 快速操作手册 

28 

 

图 5-2 光源操作 

5.3. 红光（VFL） 

红光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VFL 接口； 

步骤二：主界面点击 进入红光界面； 

  

图 5-3 红光操作



iOTDR 快速操作手册 

29 

 

                      

 

 

 

地址：司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7 号数字传媒大厦 415 室 

邮编：100085 

电话：86-10-8277 1386/2866/3382 真：86-10-8277 1782 

网址：www.opwill.com.cn 

 

（* 本手册所有内容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奥普维尔科技有限公司所有）

销售与服务： 

销售热线 

电话  +86(10)82771386-888 

Email: sales@opwill.com 

技术支持 

电话：  400-630-3382 

Email: support@opwill.com 


	修改历史
	文档简介
	1. iOTDR仪表说明
	1.1. 前面板
	1.2. 顶部面板
	1.2.1. 接口及指示灯描述

	1.3. 底部面板
	1.3.1. LED指示灯描述


	2. OTDR手动测试
	2.1. 准备工作
	2.2. 电池及设备信息
	2.2.1. 电池状态及设备信息
	2.2.2. 更改设备名

	2.3. 基本参数配置
	2.4. 案例测试
	2.4.1. 短纤环境测试
	2.4.2. 长纤环境测试
	2.4.3. PON分路器环境测试
	2.4.4. 宏弯环境测试

	2.5. 结果分析
	2.5.1. 结果查看
	2.5.2. 曲线分析

	2.6. 数据处理
	2.6.1. 保存文件
	2.6.2. 打开文件
	2.6.3. 删除文件
	2.6.4. 报告处理


	3. OTDR智能测试
	4. iOTA功能
	4.1. iOTA测试
	4.2. iOTA结果分析

	5. 选件功能
	5.1. 光功率计
	5.2. 光源
	5.3. 红光（VF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