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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简介 

OTM2612 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支持传统以太网测试仪的功能，为城域以太网和 IP 服

务的安装和维护提供全面的测试解决方案。OTM2612 完整的测试能力，为现场技术人员提

供端到端的 10/100/1000M 和 10G 传输链路，万兆以太网链路和 IP 网络的误码性能测试，

确定链路利用率，吞吐量，时延和 IP 连通性。 

本文档的目的是帮助操作人员快速便捷使用 OTM2612 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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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TP6200 平台说明 

 前面板 

 

图 1-1 OTP6200 网络测试平台前面板图 

 LED 指示灯 

LED 状态 描      述 

 

绿色 
开机； 

关机, 电池处于完全充电状态； 

绿色, 

(快速闪烁) 
关机, 电池处于不正常状态； 

绿色, 

(缓慢闪烁) 
关机, 电池正在充电； 

关闭 关机, 不插电源； 

 

 

 

绿色 插入电源且电池充满电； 

绿色, 

(闪烁) 
插入电源，电池充电； 

红色, 

闪烁) 
电量较低； 

红色 电池有问题； 

关闭 
关机； 

不插电源, 电池水平高于“临界阈值”； 

 
绿色 结果状态: 成功 ( 当前测试结果未超过设定的阈值 )； 

红色 结果状态:失败 ( 当前测试结果超过设定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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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状态 描      述 

 

绿色 

(闪烁) 
激光器状态, 至少有一个模块在传输光信号 ； 

关闭 没有光模块发射信号； 

表 1-1 LED 指示灯所描述 

 按钮 

按钮 描      述 

F1 / MENU 把当前应用程序切换到主框架； 

F2 / SAVE 保存设备的当前配置； 

F3 / PRINT SCREEN 复制屏幕截图； 

F4 / HELP 显示帮助文档； 

F5～F8 捷径按钮 (不同模块有不同定义, 详细信息见具体模块的用户手册)； 

F9 / SYSTEM 系统设置； 

CANCEL 取消/退出； 

SELECT 选择/确认 

 开/关； 

RUN / STOP 运行/停止； 

表 1-2 按钮描述 

 右侧面板 

 

图 1-2 OTP6200 网络测试平台右面板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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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 

接口 数量 描      述 

RJ-45 接口 1 网线接入口； 

USB 接口 2 连接 USB 优盘等外设； 

Mini USB 

接口 
1 Mini USB 数据线连接口； 

音频输出接口 1 连接耳机或麦克风； 

DC 接口 1 连接电源适配器； 

表 1-3 接口描述 

 顶部面板 

 

图 1-3 OTP6200 网络测试平台顶部面板视图 

 底部面板 

 

图 1-4 OTP6200 网络测试平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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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M2612 模块 

 前面板视图 

 

图 2-1 OTM2602 模块前面板视图 

 接口 

接口 数量 描      述 

100/1000M BASE-X 光接口 2 
信号: 100/1000Mb/s 光信号； 

类型: SFP 光模块； 

10G BASE-X 光接口 2 
信号: 10Gb/s 光信号； 

类型: SFP+ 光模块； 

10/100/1000 BASE-TX 电接口  2 
信号: 10/100/1000Mb/s 电信号； 

类型: RJ-45； 

EXT 外时钟接口 1 
信号：DS1/E1/2MHz 电信号； 

类型：SMA； 

表 2-1 接口描述 

 LED 指示灯 

接口 LED 灯 状态 描      述 

10/100 

/1000M 

BASE-TX 

SPEED 

桔色 1000Mb/s； 

绿色 100Mb/s； 

灭 10Mb/s； 

LINK/ACT 

绿色 

(常亮) 
链接建立成功，但无数据传输； 

绿色 

(闪烁) 
链接建立成功，有数据传输； 

灭 链接尚未建立； 

表 2-2 LED 指示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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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操作步骤 

 启动以太网/PTN 应用程序 

操作步骤如下（有二种操作方式）： 

⚫ 方式一：开机后在平台主框架中，选中 OTM2612 图标，再点击右侧的“运行”按钮； 

⚫ 方式二：双击模块图标，运行以太网/PTN 程序； 

操作界面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启动以太网/PTN 应用程序 

 选择测试功能 

操作步骤如下： 

⚫ 在 OTM2612 主界面中，单击“功能”后的选择框； 

⚫ 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对应的测试功能，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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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测试功能选择 

 网络连接 

⚫ 仪表接入被测网络，被测网络对端设备若有环回功能，则开启环回功能，如图 3-3 所示； 

⚫ 若被测网络对端设备无环回功能，则附加一台仪表至被测网络对端，并启动附加仪表的

环回功能，如图 3-4 所示； 

 

图 3-3 对端设备环回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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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对端附加仪表环回示例 

 配置端口参数 

测试参数配置步骤如下（有二种操作方式）： 

⚫ 方式一：点击“设置”——〉选择“端口设置”，进入端口设置界面； 

⚫ 方式二：点击“链路框”，进入端口设置界面； 

操作界面如图 3-5 所示； 

 

图 3-5 进入端口设置操作 

⚫ 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如图 3-6、图 3-7 所示，各参数描

述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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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端口设置界面（“设置”部分） 

项    目 描      述 

物理端口 可选单端口，或双端口（10GLan/双端口 1G/双端口 10GWan/端口 1-1G

端口 2-10GLan）； 

接口速率 10Gbps/1Gbps/100Mbps/10Mbps； 

收发器模式 可选电气/光学； 

线序 可选 AUTO/MDI/MDIX； 

协商模式 自协商：自动匹配成线路两端能具有的最高速率和双工模式； 

高级自协商：匹配成线路两端能具有的其他速率和双工模式； 

协商状态 协商过程中显示“协商中”，协商成功后显示“协商完成”； 

链路状态 链路连接成功显示“连接”，未成功显示“断开”； 

接收侧流量控制 勾选此项，配合“工具”中“流量控制”功能使用； 

端口 显示端口的频率和频偏，使用光接口时，显示收发光功率； 

表 3-1 端口参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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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端口设置界面（“网络”部分） 

 配置测试参数 

⚫ RFC2544 配置，详见 RFC2544 测试案例； 

⚫ RFC6349 配置，详见 RFC6349 测试案例； 

⚫ 帧分析配置，详见帧分析测试案例； 

⚫ Y.1564 配置，详见 Y.1564 测试案例； 

⚫ 双端测试配置，详见双端测试案例； 

⚫ 误码测试配置，详见误码试案例； 

⚫ 抖动测试配置，详见抖动测试案例； 

⚫ 穿通和环回配置，详见穿通和环回案例； 

 开始/结束测试 

当仪表参数设置完成并接入测试环境后，按如下步骤开始/结束测试（有三种操作方式）： 

⚫ 方式一：点击“测试”，选择“开始”或“停止”子选项，可开始/结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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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点击“开始/停止”图标，可开始/结束测试； 

上述二种操作方式如图 3-8 所示； 

⚫ 方式三：按 OTP6200 平台主面板上的“Run/Stop”按钮，可开始/结束测试，如图 2-1

所示； 

 

图 3-8 测试开始/停止 

注：通过“测试”的“设置”子选项，可对测试时长和时间进行设置，如图 3-9 所示。 

 

图 3-9 测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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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结果 

测试结果的查看步骤如下（有三种操作方式）： 

⚫ 方式一：点击“结果”——〉“结果总览”，可进入测试结果总览界面，如图 3-11 所示； 

⚫ 方式二：点击“全局告警”后的告警指示灯，可进入测试结果总览界面，如图 3-10 所

示； 

⚫ 方式三：OTM2612 界面左下的“告警浏览”按钮，可进入测试结果总览界面，如图 3-10

所示； 

结果总览界面如图 3-12 至图 3-17 所示。 

 

图 3-10 告警浏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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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选择结果总览操作 

 

图 3-12 告警/误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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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以太网统计结果 

 

图 3-14 帧类型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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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图标结果 

 

图 3-16 记录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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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告警图表结果 

部分测试功能具有专门的测试结果，请参考以下测试案例： 

⚫ 对于 RFC2544，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2544 测试案例； 

⚫ 对于 RFC6349，详细信息请参阅 RFC6349 测试案例； 

⚫ 对于 Y.1564，详细信息请参阅 Y.1564 测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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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报告 

按以下步骤可生成、预览、打印测试报告： 

1、 点击“报告”，有“生成测试报告”、“预览”、“打印”三个子菜单可选，如图 3-18 所示； 

 

图 3-18 生成报告 

2、 点击“生成报告”，进入报告的设置界面，如图 3-19 所示； 

 

图 3-19 生成报告设置 

3、 点击“预览”，会弹出测试报告预览界面，如图 3-20 所示；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18 
 

 

图 3-20 测试报告内容预览 

4、 连接打印机后（推荐型号为 HP deskjet111x），点击图 3-18 所示中的“打印”选项，可

打印已经生成的测试报告。 

 文件导出操作 

仪表中的文件导出可按以下步骤操作（以测试报告为例，有二种操作方式）： 

⚫ 方式一：在生成报告前，将 U 盘插入仪表 USB 口；生成报告时，通过路径选择，将报

告直接保存至 U 盘（Hard Disk），实现报告的导出，如图 3-21 所示； 

 

图 3-21 选择保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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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二：拷贝设备内部存储空间中已存在的报告文件，可在任意界面按 F1 按键进入主

框架界面—〉进入“资源管理器”—〉进入“user”文件夹—〉长按需要选择的报告文

件或报告所在文件夹—〉在弹出菜单中选择“cut”（剪切）或“copy”（复制）—〉返

回上一级目录—〉进入 U 盘存储空间（Hard Disk）—〉在 U 盘中的任意空白处长按—〉

在弹出菜单中选择“paste”（粘贴），可实现报告文件的导出，如图 3-22 至图 3-24 所示。 

 

图 3-22 主框架界面 

 

图 3-23 资源管理器界面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20 
 

 

图 3-24 文件/文件夹操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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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FC2544 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请参阅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本案例假设接入的被测网络为三层

网络。 

 测试步骤 

⚫ 步骤 1：从“功能”菜单中选择“RFC2544”，如图 4-1 所示； 

 

图 4-1 选择 RFC2544 功能 

⚫ 步骤 2：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络

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参数； 

⚫ 步骤 3：生成数据流。从“设置”子菜单中选择“数据流生成”，或点击“链路框”的

中间（“全双工”）位置，进入数据流生成界面（如图 4-2 所示）—〉选择弹出界面右侧的对

应端口（如图 4-3 所示）—〉点击界面下方的“帧配置”菜单（如图 4-4 所示），将“层”

部分的选项更改成“IP”—〉再点击上方面的“IP”菜单，将数据流的“目的”和“源”的

IP 分别对应设置好（如图 4-5 所示）—〉再点击上方面的“MAC”菜单，勾选“解析 MAC

地址”选项（如状态显示已解析，则进行下一步（如图 4-6 所示）；如状态显示未通过，返

回“IP”界面检查各项设置）；—〉若需要设置数据流图案，则点击上方面的“净荷”菜单

进行修改（如图 4-7 所示），否则跳过此步聚；—〉关闭“数据流生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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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进入“数据流生成”界面 

 

图 4-3 选择数据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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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选择数据流层 

 

图 4-5 设置数据流源、目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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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解析 MAC 

 

图 4-7 选择数据流图案 

⚫ 步骤 4：在主界面下方的“配置”部分，勾选“吞吐量”等测试项，之后点击“设置”，

选择“RFC2544 设置”，进入 RFC2544 测试参数设置界面，如图 4-8 和图 4-9 所示；未勾

选的测试项不会出现在 RFC2544 设置界面的选项栏内，各测试项的具体配置请参阅图

4-10 至图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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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选择 RFC2544 测试项 

 

图 4-9 全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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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吞吐量参数设置 

 

图 4-11 背靠背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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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帧丢失参数设置 

 

图 4-13 延时参数设置 

⚫ 步骤 5：运行测试，执行步骤请参阅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 

 查看结果 

⚫ 步骤 1：查看结果总览，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 步骤 2：点击“结果”—〉选择“RFC2544 结果”，查看 RFC2544 各测试项结果，如图

4-14 至图 4-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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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查看“RFC2544 结果” 

 

图 4-15 吞吐量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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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背靠背测试结果 

 

图 4-17 帧丢失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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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延迟测试结果 

 

图 4-19 图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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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FC6349 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两台仪表分别接入被测网络（三层网络）两端，一台作为客户端，另一台作为服务端，如图

5-1 所示； 

 

图 5-1 仪表连接 

 测试步骤 

⚫ 步骤 1：从“功能”菜单中选择“RFC6349”功能，通过“设置”—〉进入“RFC6349

设置”界面，如图 5-2 所示； 

 

图 5-2 选择 RFC6349 功能 

⚫ 步骤 2：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络

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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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3：作为服务器端的端口选择为“服务端”，设置服务器端口号，如图 5-3 所示； 

 

图 5-3 服务器设置 

⚫ 步骤 4：作为客户端的端口选择为“客户端”， “服务器端口”与服务端仪表端口设置

一致，“服务器 IP”设置为服务端仪表的端口 IP，之后设置其他 RFC6349 测试参数（参

阅表 5-1），如图 5-4 所示，表 5-1； 

 

图 5-4 客户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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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项目 描      述 

测试端口选择 选择双端口：端口 1 默认为客户端，端口 2 默认为服务端； 

选择单端口：该端口可选择客户端或服务端； 

测试方向 可选择客户端->服务端/服务端->客户端/双端； 

服务器端口号 客户端和服务端的服务器端口号要统一； 

TCP 设置 连接：可将 10G 链路分成 1-4 个通道； 

CIR：表示被测以太网业务的承诺信息速率； 

TOS/DS:设置优先级； 

路径 MTU 设置 勾选“路径 MTU 发现”：使用网络支持的最大 MTU（字节）测试； 

不勾选“路径 MTU 发现”：使用设置的路径 MTU（字节）测试； 

TCP 吞吐量设置 吞吐量测试时间：吞吐量测试的时间； 

阈值：勾选后，测试结果与设置阈值进行对比，判断结果是否通过； 

窗口扫描设置 不勾“选窗口扫描使能”：测试时不进行步进值测试； 

勾选“选窗口扫描使能”：测试时按照设置的步进值测试时间和数值

进行步进值测试； 

表 5-1 RFC6349 测试参数描述 

⚫ 步骤 5：作为服务端的仪表先运行测试，之后作为客户端的仪表运行测试，执行步骤请

参阅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也可在 RFC 6349 设置界面中点击右上角的“开始”

图标运行测试。若链接建立成功，作为服务端的仪表 “服务器总览”界面可以显示客

户端仪表的 MAC、IP、端口号，如图 5-5 所示； 

 

图 5-5 服务器总览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34 
 

 查看结果 

⚫ 步骤 1：查看结果总览，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 步骤 2：点击“结果”，选择“RFC6349 结果”，查看 RFC6349 测试结果，如图 5-6 至图

5-9 所示。 

 

图 5-6 选择“RFC6349 结果” 

 

图 5-7 RFC6349 结果总览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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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RFC6349 窗口扫描界面 

 

图 5-9 RFC6349 TCP 吞吐量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36 
 

6. Y.1564 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请参阅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 

 测试步骤 

⚫ 步骤 1: 从“功能”菜单中选择“Y.1564”功能，如图 6-1 所示； 

 

图 6-1 选择 Y.1564 功能 

⚫ 步骤 2：: 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

络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

参数； 

⚫ 步骤 3：配置数据流参数。选择 Y.1564 功能后，最多可生成 512 条数据流，设置数据流

的 IP，之后解析 MAC，步骤请参阅 RFC2544 案例 4.2 部分：测试步骤； 

⚫ 步骤 4：点击“设置”，选择“服务设置”，设置 Y.1654 测试参数，如图 6-2、图 6-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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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选择“服务设置” 

 

图 6-3 设置 Y.1564 测试参数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38 
 

测试项目 描      述 

配置测试时间 配置测试执行时间； 

性能测试 性能测试执行时间； 

测试方向 可选择 P1->P2/ P2-> P1/双向； 

帧间隙 含 IFG：包含帧间隙； 

不含 IFG：不包含帧间隙； 

CIR 步进测试 勾选“使能”：按照设置的步进值进行测试； 

不勾选“使能”：不进行步进值测试； 

染色测试配置 染色模式：可选择不使能/VLan PCP/MPLS Exp/IP TOS； 

黄色：不保证带宽； 

绿色：保证带宽； 

AVAIL 测试配置 AVAIL 使能：勾选进行 AVAIL 测试，不勾选不进行 AVAIL 测试； 

AVAIL：用于和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判断是否通过； 

SES：每一秒丢包率超过 SES 设定值，判断为 SES，10 个连续的 SES

进入 Unavailable 状态； 

服务设置 CIR：承诺带宽； 

EIR：不保证带宽； 

最大 FLR：最大帧丢失率； 

最大 FTD：最大传输延时； 

最大 FDV：最大传输抖动； 

表 6-1 Y.1564 参数说明 

⚫ 步骤 5：运行测试，执行步骤请参阅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 

 查看结果 

⚫ 步骤 1：查看结果总览，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 步骤 2：点击“结果”，选择“Y.1564 结果”，查看 Y.1564 测试结果，如图 6-4、图 6-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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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选择“Y.1564 结果” 

 

图 6-5 Y.1564 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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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双端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请参阅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  

 双端测试连接步骤 

⚫ 步骤 1：本端和远端仪表都选择单个测试端口，之后点击“设置”选择“双端测试”如

图 7-1 所示； 

 

图 7-1 选择双端测试 

⚫ 步骤 2：远端仪表勾选“开启连接功能”选项，勾选“自动广播”选项；如图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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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2 远端设备设置 

⚫ 步骤 3：本端仪表勾选“开启连接功能”选项，点击“自动搜索”选项，会搜索出远端

设备的 MAC 和 IP 信息；当两台仪表接入三层网络时，搜索不到对端设备，可输入远端

设备的 IP 地址，如图 7-3 所示； 

 

图 7-3 本端仪表设置 

⚫ 步骤 4：在本端仪表选中搜索到的远端设备，之后点击“连接”；在远端设备上点击“连

接”，待双端连接成功后，连接状态显示“已连接”，指示灯变为绿色，如图 7-4、图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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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本端设备显示连接成功 

 

图 7-5 远端设备显示连接成功 

⚫ 步骤 5：连接成功后，进入“合作设备”页面可查看对端设备的信息，如图 7-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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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 查看合作仪表信息 

 双端测试应用 

在双端测试模式下，只支持 RFC2544、帧分析、误码、Y.1564、抖动功能。 

⚫ 应用 1：双端 2544 测试，测试步骤参考本文 4 部分：RFC2544 测试案例； 

⚫ 应用 2：使用本端设备控制远端设备环回，可选择环回层数，之后点击“开启”，如图

7-7 所示。 

 

图 7-7 使用环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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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误码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请参阅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 

 测试步骤 

⚫ 步骤 1：从“功能”菜单中选择“误码”，如图 8-1 所示； 

 

图 8-1 选择误码功能 

⚫ 步骤 2：: 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

络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

参数； 

⚫ 步骤 3：生成数据流，只能生成一个数据流，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RFC25444.2 部分：测

试步骤； 

⚫ 步骤 4：开始测试，点击“设置”，选择 “插入误码”，如图 8-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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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选择插入误码 

⚫ 步骤 5：在弹出的插入误码框中选择插入的误码类型和方式，如图 8-3 所示； 

 

图 8-3 插入误码 

 查看结果 

误码只具有全局的结果。查看总体结果，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如图 8-4、

图 8-5 所示。 



OTM2612双端口万兆分组网络测试仪操作手册 

46 
 

 

图 8-4 告警指示灯 

 

图 8-5 告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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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穿通和环回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将仪表接入被测网络的一边，启用穿通或环回功能。 

 测试步骤 

步骤 1：从“功能”菜单中选择“穿通”或“环回”，环回测试需要选择环回层，如图 9-1、

图 9-2 所示，环回层数说明见表 9-1； 

 

图 9-1 穿通功能 

 

图 9-2 环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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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回层数 数据包交换内容 

1 层 不交换； 

2 层 交换源、目的 MAC 地址； 

3 层 交换源、目的 MAC 地址；源、目的 IP 地址； 

4 层 交换源、目的 MAC 地址；源、目的 IP 地址；源、目的端口号； 

表 9-1 环回层数说明 

⚫ 步骤 2：:根据连接的被测网络端口参数，设置仪表的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

络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参请参阅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

参数； 

⚫ 步骤 3：生成数据流，请参阅本文 4.2 部分：测试步骤； 

⚫ 步骤 4：点击“设置”选择“环回/穿通设置”，如图 9-3、图 9-4 所示； 

5、  

图 9-3 选择“环回/穿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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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环回/穿通设置 

⚫ 步骤 5：开始/结束测试,操作请参阅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 

⚫ 步骤 6：运行过程中，点击“设置”，选择“帧丢失测试”，可选取帧丢失的方式配置参

数，如图 9-5 所示； 

 

图 9-5 帧丢失测试配置 

 查看结果 

6、 查看总体结果，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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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抖动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参考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 

 测试步骤 

⚫ 步骤 1：从 “功能”菜单红选择“抖动”，之后选择“抖动数据包类型”，如图 10-1 所

示； 

 

图 10-1 选择抖动功能 

⚫ 步骤 2：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络

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参

数； 

⚫ 步骤 3：生成数据流，抖动功能只能生成一个数据流，数据流生成请参阅本文 4.2 部分：

测试步骤； 

⚫ 步骤 4：开始/结束测试,操作请参阅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 

 查看结果 

查看总体结果，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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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帧分析测试案例 

 测试环境 

仪表与被测网络的连接请参阅本文 3.3 部分：网络连接。 

 测试步骤 

⚫ 步骤 1：从“功能”菜单中选择“帧分析”，如图 11-1 所示； 

 

图 11-1 选择帧分析功能 

⚫ 步骤 2：根据连接的对端端口参数，配置本端仪表端口参数，仪表端口网关与被测网络

端口网关一致，IP 地址与网关在同一网段，设置步骤请参阅本文 3.4 部分：配置端口参

数； 

⚫ 步骤 3：生成数据流，最多可生成 512 个数据流，操作请参阅本文 4.2 部分：测试步骤； 

⚫ 步骤 4：开始/结束测试,操作参考本文 3.6 部分：开始/结束测试。 

⚫ 步骤 5：在测试过程中，点击“工具”选择“抓包”功能（如图 11-2 所示）—〉选择“端

口”和“抓包模式”后点击“开始”（如图 11-3 所示）—〉出现数据包后点击“停止”

->选中数据包后点击“预览”（如图 11-4 所示），可查看数据包内容（如图 1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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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选择“抓包”功能 

 

图 11-3 开始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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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打开、保存数据包 

 

图 11-5 数据包内容 

 查看结果 

查看总体结果，操作请参阅本文 3.7 部分：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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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设置了多个数据流时，在“结果总览”的“流统计界面”，可通过“流选择”选择数据流，

单独查看所选数据流的数据，如图 11-6 所示。 

 

图 11-6 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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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远程桌面 

⚫ 步骤 1：PC 端安装远程桌面软件“RemoteDesktopHost”； 

⚫ 步骤 2：PC 与 OTP6200RJ-45 接口通过网线直连；或 PC 端和 OTP6200 网络测试平台都

接入到同一网络（交换机）中； 

⚫ 在主框架中点击“工具”，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点击工具 

⚫ 点击“IP 地址”，设置 IP 地址，如图 12-2，图 12-3 所示； 

 

图 12-2 点击“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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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设置“IP 地址” 

⚫ 进入“远程桌面”设置端口号，之后点击 “启动”，如图 12-4 所示； 

 

图 12-4 远程桌面设置 

⚫ 在 PC 端启动 RemoteDesktopHost，将端口号与设备远程桌面连接端口号设置一致，将

IP 地址设置为设备 IP 地址，之后点击“connect”，如图 12-5 所示；远程桌面连接成功，

如图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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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PC 端软件测试 

 

图 12-6 远程桌面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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