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tiView® XG 是首款专为网络工程师设计的平板分析仪。它能够自动分析有

线和无线网络问题和应用问题的根源，使用户花更少的时间用于故障排除，从

而有更多时间处理其他事宜。该平板分析仪可支持新技术的部署和故障排除，

包括统一通信、虚拟化、无线技术以及10 Gbps 以太网。其结果是启动了新方

案，且运行速度更快，即使对如今的较小型团队来说，网络也能保持高效。

 

产品简介：OptiView XG 网络平板分析仪—性能测试
 
 

核心功能
网络分析  – 对网络基础架构进行自动发现、监控、分析和指导性故障排除
流量和数据包分析  – 唯一具有 10 Gbps “有线” 分析功能的平板电脑
无线分析  – 802.11a/b/g/n WLAN 的部署和故障排除集成工具
性能测试  – 在高达 10 Gbps 全线速的情况下进行网络评估、验证新的基础架构和设备、测试服务提供商 SLA 以及端到端故障排除问题

欲了解有关 Optiview XG 的概述和整体参数，请参阅信息表。

专为网络工程师打造的平板分析仪

OptiView XG 手持式平板分析仪外形独特，为连接、分析和故障排除网络中任何位置（工作台、数据中心或 终用户位置）出现的问题提供移动
性。它可快速分析网络中的设备、接口和路径的性能和健康状况—超出传统 LAN/WAN 交换与路由功能而整合了异构物理设备、无线网络、虚拟服
务器和网络的真正网络结构。

该平板分析仪集成了 新的有线和无线技术，以独特外形提供强大的专用硬件，为连接、分析和解决网络中任何位置出现的网络和应用问题
提供了 佳的移动性
通过直观的个性化仪表板，根据需要准确显示网络
提供高达 10 Gbps 的性能测试、“有线” 和 “无线” 自动分析
在问题出现之前，通过分析所需信息，进行主动分析
开箱即用报告与个性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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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测试—亮点
测试服务提供商 SLA、故障排除网络瓶颈、验证新的架构、以及评估网络新的技术或应用程序部署
检测高达 10 Gbps 的网络的带宽、延时、抖动、丢包和可用性方面的端对端性能
在运行速度下（低于线速）的测试结合路径分析，揭示网络瓶颈
支持 ITU （国际电信联盟） ITU-T Y.1564 性能测试标准
服务级别测试和多个测试流（多达 8 同步）可确保您整个网络 QoS 的可用性和性能（不论运营商链路是否支持 QoS ）

网络性能测试

OptiView XG 网络分析仪是发现网络问题根源的 快捷途径。用户能够利用新的
网络性能测试功能（NPT ，OptiView XG 版本 10 提供）对整个广域网、园区网
的链路或数据中心和站点内部网络的高性能链接进行测试和故障排除。企业或服
务提供商的网络工程师现在可使用一个工具来检测性能并对复杂的网络和应用程
序问题进行故障排除。NPT 对高达 10 Gbps 的线速网络从带宽、延时、抖动和
丢包率等方面进行性能量化分析，为网络工程师提供有关其基础架构性能以及支
持当前和未来应用能力的可靠数据。

金牌支持客户和所有的新 OptiView XG 所有者可免费获取版本 10 。

  

服务提供商可利用 OptiView XG 验证层2服务并为客户企业网络提供“增值” 支持，从排除应用性能故障问题到进行网络评估和新技术应用，如
VoIP 和视频。

企业可通过  XG 的网络性能测试功能：

独立确定其服务提供商是否达到商定的服务品质 (SLA) 。
验证其数据中心内部新的基础架构要素和主要链路性能。

解决网络和应用程序性能问题

在部署新的服务（如视频或 VoIP）前评估网络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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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测试方法更加灵活、强大。
OptiView XG 的 NPT 基于 ITU-T Y.1564（测试实际应用中以太网性能的 新标准），与旧标准（如 RFC2544）相比性能增强，其中包括：

速度更快—LRPT 选项在单个测试（而不是多个独立测试）中检测所有主要性能服务水平标准（SLC）—可用性、吞吐量、失帧、延时和

延时变化（抖动）。

固定测试次数— RFC 2544 吞吐量测试过程中的单个丢帧需要再次运行，因此测试时间可能是其设定时间的很多倍。ITU-T Y.1564 测试在

一次完整检测中只需运行一次。

更全面—衡量其他主要服务品质协议 (SLA) 要求，包括超量信息和超额突发速率 (EIR/EBR) 以及可用性。在测试中检测每个帧的延时和抖

动。

更加灵活—支持具有独立目的地、SLA 和 SLC、CoS 和 VLAN 设置的多个同步流。

测量/特点 基本吞吐量测试 RFC 2544 ITU Y.1564 (NPT)

吞吐量 ✓ ✓ ✓

损失 ✓ ✓ ✓

延时  ✓ ✓

抖动   ✓

多流   ✓

服务测试类别   ✓

非对称链路测试   ✓

超量信息速率   ✓

超额突发速率   ✓

流量监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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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能：

通过图形路径分析发现性能瓶颈所在

双向测试，从运行水平（用于故障排除）到全线速 10 Gbps （用于验证）

多达八个同步流的可编程流量，具有独立的上游/下游 SLA 参数（包括承诺信息速率、承诺突发量、超量信息速率、超额突发速率和帧大

小）

灵活的层 2 与层 3 设置，其中包括源与目的地 MAC 和 IP 地址、VLAN 设置、具有 DSCP 或 IP 优先级的 TOS、UDP 端口号和帧内容

可用性、吞吐量、失帧、延时和抖动（延时变化）的服务验收标准范围的完整设置

基于服务验收标准说明通过/失败的全面报告

网络性能测试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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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分析测试确定网络故障点
虽然其他工具可以通过网络发送流量，并且可以指出存在的问题，但只有
OptiView XG 可以测试问题并向您指明问题的位置！图形路径分析指明您网络完
整的 2 层和 3 层路径，即时显示数据流路径中的交换性能和路由器—同时进行
NPT 测试！--使您能够即时了解超载或错误接口、丢包、CPU 和内存使用率问
题，甚至设备重启。这可以即时诊断数据路径中的瓶颈，以便快速解决。

 

图形路径分析确定 
性能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网络瓶颈。

对服务质量进行验证和故障排除/ 
服务级别
网络性能测试能够生成各种层 2（VLAN 优先级）和层 3 （具有 DSCP 的
TOS，或 具有优先级的 TOS ）流量，验证您的网络（以及服务提供商的网络）
对 QoS 进行端对端维护的能力。在 不同的 QoS 设置中产生不同的流量速率，能
够对流量优先次序进行测试，确保在您的整个网络中按此方式对待高优先级流
量。

 

验证 QoS

验证服务提供商  SLA
如果互联网或 WAN 链路中的应用程序缓慢，表明互相指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使用 NPT 和 OptiView XG，企业不必依靠服务提供商指标即可直接测试并验证
SLA 和网络容量。可通过生成自己的性能报告避免互相指责并了解自己是否物有
所值。

 

测试和验证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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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达 10 Gbps 的全双工测试验证数据中心性能
通过将两个 OptiView XG 结合使用，您可以全面测试高达 10 Gbps 全线速的具有独立上游/下游流速的 10Gig 链路。独立管理端口可完全控制，不
会影响测试。您对高性能硬件的投资，确保您可以取得预期结果！

在首次展示新技术前进行网络评估
利用 NPT 的多流功能生成具有不同 QoS 和速率的各种流量，以确定您的网络是否可以支持像 VoIP 和视频这样新的或额外的流量。

带有清晰的通过/失败指示的详细的结果

为您的网络配置设备
带有反射器选件的 LinkRunner™ AT 2000、LinkRunner CE 或 Pro 充当高达
1Gbps 的铜缆或光纤对称上游/下游流速的远程设备。端点的一个经济实惠的替
代方案是利用这些工具作为整个网络站点的硬件反射器，随时提供“始终开启”的
性能和服务提供商 SLA 测试和故障排除。此外，虽然这些工具可根据需要被用
来进行性能测试，但它们也可以为一线技术人员解决远程站点的用户连接问题提
供简便的工具。

 

用于流量反射的 LinkRu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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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匹敌的网络和应用程序性能分析功能
OptiView XG 在家庭数据中心支持10 GbE 和虚拟服务器；在用户办公室支持 802.11a/b/g/n 和应用程序分析；而且在两者之间可以使用交换机和路
由器。利用它来查找您桌面的问题或根据其所收集的数据在故障点进行第一手分析。其独特的故障排除系统基于前瞻性分析、路径分析和以应用程
序为中心的分析，可提供自动识别问题根本原因的专家指导。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工具能够将强大的性能分析与深入的故障排除和分析相结合！

网络测试规范

兼容的远程设备
OptiView XG（高达 10 Gbps FDX，具有独立的上行/下行流量）；带有反射器选件的 LinkRunner AT 2000、LinkRunner CE、LinkRunner
Pro 或 Duo（高达 bps FDX，具有对称的上行/下行流量）

测试配置 每一种测试都由若干个按序运行的套件组成。各套件可测量一至八个端点设备（对等点或反射器）的 多八个双向测试流。

服务品质协议 (SLA)

承诺利用的线速 (ULR)
超量利用的线速

承诺信息速率 (CIR)
超量信息速率

承诺突发量

超额突发量

服务接受标准 (SAC)

可用性

延时（帧传输延迟）

抖动（帧延迟变化）

丢帧率

使用对等端点（另一个 OptiView XG）时，可为上行和下行流量设定单独值。可配置测试来检查 VLAN 优先级和服务等级标记的保持情况。

帧长 用户定义的固定帧大小多达 10,018 个字节，或一系列特定帧大小。

层 2 帧设置 目的地 MAC；VLAN ID 号、优先级和标签协议标识符。

层 3 帧设置 具有 DSCP 或 IP 优先次序的 TOS；源 IP 地址；UDP 端口号

流选项 性能测试持续时间可设定为从 1 分钟至 24 小时范围内的其中一个预定义值。中间测试结果可按 1 分钟至 60 分钟的间隔产生。

报告的结果
将测试结果与用户定义的服务验收标准进行比较，并说明通过/未通过这些标准的状态。用户可为以下事项设定具体值：可用性阈值 (%)、延

时阈值 (msec)、抖动阈值 (msec) 以及丢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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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流量生成
通过使用高达 10Gbps 的模拟流量来增加网络压力，以确定添加新应用程序或网
络用户的影响，评估网络实施新部署的完备程度。

用户配置包括协议类型、帧大小、帧速、使用率百分比和要传输的帧数，以及流
量类型：广播、多播或单播。

可选择的协议包括：Benign Ethernet、Benign LLC 802.2、NetBEUI、Benign
IP、IP ICMP Echo、IP UDP Echo、IP UDP Discard、IP UDP NFS 和 IP UDP
NetBIOS。选择 IP 协议让您可以选择“存活时间” (TTL) 参数和 TOS (QOS) 参
数，例如 小延迟、 大吞吐量、 大可靠性、 小资金成本和 大安全性 等，
以确保正确的路由配置。

 

流量生成 - 高达全 10 Gbps

吞吐量测试
吞吐量测试将测量两台 Fluke Network 设备之间的双向数据流，以验证 LAN 和
WAN 的吞吐能力。吞吐量测试要求您的网络中有另外一台用于通信的设备。该
第二台设备可以是一台 OptiView XG 网络平板分析仪（用于 10 Gbps 吞吐量）
或 OptiView ® 管理设备，也可以是 EtherScope™ II Network Assistant、
OneTouch™ Network Assistant、或者 LinkRunner™ Pro Reflector（高达 1
Gbps）。 

吞吐量测试可以配置以下参数：

数据速度（高达  10 Gbps）  – 大速度由链路速度和双工确定
帧大小  – 从七种不同的帧大小中选择，或是选择扫描来运行对七种预设
帧大小的测试。OptiView ®XG 为高达 9,000 字节的巨型帧提供支持
内容  – 为所有 1、所有 0、交替出现的 1 和 0 或随机出现的 1 和 0 选择
有效负载。
测试持续时间可以在 2 秒钟到 18 小时之间变化

测试结果可以通过表格或图形格式查看。速度格式表格视图说明了本地和远程传
输和接收速度，以及两台设备接收到的帧的总百分比。如果切换到帧格式表格视
图，则可显示传输和接收到的本地和远程帧的数量，以及两台设备接收到的帧的
总百分比。

 

吞吐量测试—高达全 10 G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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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Networks 金牌支持服务

我们的支持计划为您提供独一无二的服务项目和 24/7 技术帮助。注册参加我们的金牌支持服务计划，您将充分享受到保护并增加您的 Fluke
Networks 设备投资价值的特权。其中包括通过电话或我们的网络支持中心获得一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的无限技术帮助。修理保修范围内的产品，
并提供无中断服务的“次日”送达借用设备。免费软件升级。预定的年度性能验证服务。网上培训。可访问我们内容丰富的知识库，查看操作和应用
相关的技术文章。以及金牌“会员专享”的优惠价格和促销。某些优惠并非在所有国家/地区都提供。

更多信息请参见 。

欲了解更多关于 OptiView XG 的信息，请访问 

Fluke Networks 的业务遍及全球 50 多个国家或地区. 

如需了解当地办事处的详细联络信息, 请访问 http://cn.flukenetworks.com/contact.

© 2013 Fluke Corporation. 

9 of 9

www.faxy-tech.com

http://www.faxy-tech.com/Products/OptiView-XG.html

http://cn.flukenetworks.com/contact
http://www.flukenetworks.com//xg
http://www.flukenetworks.com//gold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