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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了解
功能概述

第 1 章：了解
功能概述
OneTouch AT™ 网络助手 (Network Assistant) 是一款强劲耐用、易
于使用的手持式网络分析仪。 OneTouch 分析仪可用于：


测试网络的连接性和性能



对影响网络的访问和性能的问题进行诊断



执行网络的移动/改变/添加任务时，进行故障排除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回答如下问题：







我能否连接到有线网络或 Wi-Fi 网络？
DHCP 和 DNS 等基本服务是否可用？
我能否从该网络访问互联网？
我的电子邮件服务器和 FTP 服务器是否在工作？
我能否接收到多播视频？
我的有线/Wi-Fi 网络基础设施的性能如何？

本分析仪的特点：


用户可配置的自动测试



用户可配置的配置文件



对任何媒体类型进行 L1/L2 测试

2 个铜电缆/RJ45 和 2 个光纤/SFP 以太网端口




一个 802.11a/b/g/n Wi-Fi 接口



网络服务测试
USB A 型端口
从有线链接到 Wi-Fi 链接的 Veri-Fi™ 假定性能测试
内置 10/100 Mbps 管理端口



以太网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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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表 1 所示为分析仪上或本手册中使用的国际电气符号。
表 1. 国际电气符号

W

警告或注意：有损坏或毁坏设备或软件的危险。请参见手册中的解释。

*

警告：安装 SFP 模块时会产生 1 级激光。有危险辐射对眼睛造成损伤的
危险。



该键用于启动 OneTouch 分析仪。

~

请勿将包含电路板的产品扔到垃圾箱。电路板应依照当地法规进行处理。

W警告：安装 SFP 光纤适配器时，产品会产生 1 级激光。 *
为了避免危险辐射造成眼睛受到可能的损伤，以及避
免引起火灾、电击或人员伤害：

2



使用产品前请仔细阅读全部说明及安全须知。



请勿直视光接头。某些光纤设备发射的不可见辐射可
能会对眼睛造成永久性损伤。



除非有光纤连接到输出端，否则切勿运行任何会启用
SFP 光纤输出端的测试。



电池是唯一可由用户维修的部件。除了更换电池之外，
切勿打开电池盒。



切勿改装 OneTouch （分析仪）。



如果未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方式使用本设备，设备提供
的保护可能会遭到破坏。



切勿使用已损坏的分析仪。使用之前先检查分析仪。



切勿在爆炸性气体、蒸汽周围或潮湿的环境中操作
产品。



请勿使电池组短路或将其拆卸。



请勿将电池组置于火中或温度高于 158°F (70°C) 的环
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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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恰当地回收或处理电池。



只能使用 Fluke Networks 批准的交流电源适配器以及
OneTouch 分析仪为分析仪供电和为电池充电。



为了避免出现不可靠的测试结果，一旦电池图标变红，
请立即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或更换电池。



当闪存驱动器上的 LED 灯闪烁时，请勿移除 USB 闪存
驱动器。否则会破坏 USB 闪存驱动器上的数据。



将产品连接到网络时，请使用正确的电缆和连接器。



勿将分析仪连接至电话线或 ISDN 线。



请勿堵塞或阻碍分析仪的进气口或排气口。



拆卸或安装模块之前，先关闭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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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产品
通过 Fluke Networks 注册您的产品能够获取有关产品更新、故障排除
提示和其他的支持服务方面的宝贵信息。若要注册，请访问 Fluke
Networks 网站填写在线注册表，网址为：www.faxy-tech.com
。

联系 Fluke Networks
www.faxy-tech.com
sales@faxytech.com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联发大厦６０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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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料
有关 OneTouch 分析仪的产品信息和附件，请访问网站
。
ｗｗｗ．ｆａｘｙ－ｔｅｃｈ．ｃｏｍ
Fluke Networks 知识库会解答 Fluke Networks 产品的常见问题，
并提供有关网络故障排除等方面的文章。
要访问知识库，请登录 ｗｗｗ．ｆａｘｙ－ｔｅｃｈ．ｃｏｍ
知识库。

，然后单击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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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池
可以使用交流电源适配器或者随附的锂离子电池为分析仪供电。交流
电源适配器用于为电池充电。

电池充电
首次使用电池之前，请在关闭分析仪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 2 个小时左右。
充满电的电池通常可使用约 4 小时。关闭分析仪之后，电池通常需要约
4 个小时才能从 10% 的电量充到 90%。

注
电池重新充电前，不需要将电池完全放电。
若电池的温度超出 32°F - 104°F (0°C - 40°C) 的范围，
则无法充电。

接通电源
为了启动分析仪，需要按下绿色电源键 +。该键会亮起，并在数秒钟
之后出现主页屏幕。

设置语言

6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图标 （位于屏幕左下角）。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Language （语言）。

3

从该列表中选择一种语言。

4

按下  键返回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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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电池状态
电池的状态图标
位于屏幕左上角。电池的状态图标通常为绿色。
当电池电量降至 20% 以下时，会变为红色。如果电池未安装在分析仪
中，则该图标为红色。
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分析仪时，交流电源指示灯 （见第 12 页）
在充电时为红色，充满电后变为绿色。如果电池的温度过高或过低而
不允许充电，则交流电源指示灯会变为黄色。
为了详细了解电池的状态，需要触按 TOOLS （工具）图标
向下滚动，然后触按 Battery Status （电池状态）按钮。

，随后

延长电池工作时间
显示屏背光需要耗电。减少显示屏的亮度会增加电池的工作时间。
一段时间无操作之后，可以关闭背光。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无操作之后关
闭分析仪的电源。请按 “超时期间” （第 180 页）来调整超时时间。

延长电池寿命



经常为电池充电。勿使电池完全放电。



存放电池之前，先将电池充满约 50 % 的电量。

勿使电池在温度低于 -20 C(-4F) 或高于 +50C (+122F) 的环境中放置超过一
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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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使用便携带
您可以在分析仪四个连接点的任意两个上安装便携带。

GPU013.EPS

图 1. 安装和使用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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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框架系统
测试框架系统 (TFS) 是一种能够接受 OneTouch AT 等模块的手持式电
脑和显示平台。按下列方式将 OneTouch AT 模块安装到 TFS。

拆装模块
拆卸模块之前，先切断分析仪的电源。

GPU004.EPS

图 2. 拆装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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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按键和 LED








GPU005.EPS

图 3. 主机的特点

 带触摸屏幕的 LCD 显示屏 - 更改亮度时，触按 TOOLS （工具） 
Display （显示）。请参阅：“触摸屏” （第 18 页）。

  - 按下该键则返回主页屏幕。请参见“主页屏幕” （第 19 页）。
 AutoTest （自动测试）键  - 在您运行自动测试之前，分析仪
在网络上一直处于静止状态。自动测试会启动链接、基础设施测试
以及用户的测试活动。该键与显示屏上的 AutoTest （自动测试）
按钮
具有相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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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键 - 在您接通电源时，电源键会亮起。再次按下该键则会
切断电源。请参阅 “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池” （第 6 页）。







GVO006.EPS

图 4. 左视图

 管理端口 - 通过这个 10 Mbps/100 Mbps RJ-45 以太网端口连接到
分析仪之后，可以：


远程控制分析仪



与分析仪之间进行文件复制



从分析仪浏览网络



按照 SSH 或 Telnet 协议从分析仪访问交换机等

 电源接头 - 用于将交流电源适配器连接到电源和 OneTouch 分析
仪。请参见“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池”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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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电源指示灯 - 电池充电时，该指示灯为红色；充满电后变为
绿色。









GVO007.EPS

图 5. 右视图

 耳机插孔 - 在您使用 Wi-Fi 定位功能时，可以连接耳机，以防干扰
周围人员。

 USB-A 接头 - 该接头用于管理闪存等 USB 存储设备上的文件。请
参见第 9 章：“管理文件” （从第 191 页开始）。
许多的 USB 闪存在其前侧都有一个 LED 指示灯。注意， USB 闪存
在插入 OneTouch 分析仪时，应使闪存背面朝向分析仪的前侧。
卸载 USB 存储设备之前，您不需要通过软件使其弹出。等待分析
仪停止对存储设备写入数据，然后拔下即可。该端口支持 USB 键
盘操作；但不支持鼠标操作。

 Micro-USB 接头 - 该接头留作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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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卡插槽 - 用于插入一个 SD 卡。您可以管理 SD 卡上的文件。请
参见第 9 章：“管理文件” （从第 191 页开始）。

GPU015.EPS

图 6. 插入 SD 卡
卸载 SD 卡之前，您不需要通过软件使其弹出。等待分析仪停止向卡
写入数据。然后轻轻推卡，直到听到一声温和的喀嗒声。松动卡后将
其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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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O008.EPS

图 7. 顶端视图 - 接头

 外置天线连接器
 光纤端口 A （SFP 插座）
 有线以太网端口 A （RJ45 连接器）
 有线以太网端口 B （RJ45 连接器）
 光纤端口 B （SFP 插座）

端口 A 和端口 B 的接头
端口 A 和端口 B 各有两个接头：



10/100/1000 Mbps RJ45 以太网接头 （用于连接铜电缆）
100/1000 Mbps 标准 SFP 插口 （用于连接光纤）

使用铜电缆连接网络时，需要连接到端口 A 的 RJ45 插孔。适用的电
缆和光纤类型见第 11 章： “规格” （从第 207 页开始） 所示。
使用光纤连接网络时，将合适的 SFP 适配器插入 OneTouch 分析仪
的端口 A SFP 插口中。然后利用光纤将网络连接到 SFP 适配器。
OneTouch 分析仪支持 100BASE-FX 和 1000BASE-X SFP 适配器。
端口 B 适用于铜电缆或光纤内嵌捕获、端口 A 和 B 捕获以及铜电缆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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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触按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或按下 AutoTest （自动测试）
 键时，分析仪开始链接。如果以太网连接在光纤端口和铜电缆
端口都可用，则分析仪会优先使用铜电缆端口。













GVO008.EPS

图 8. 顶端视图 - LED 指示灯

 Wi-Fi 链接 LED 指示灯
 Wi-Fi 活动 LED 指示灯
 端口 A 链接 LED 指示灯
 端口 A 活动 LED 指示灯
 端口 B 链接 LED 指示灯
 端口 B 活动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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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 (Rx)/链接与发送 (Tx) LED 指示灯
管理端口和每个以太网端口 （端口 A、端口 B 和 Wi-Fi）都有两个
LED 指示灯：“链接”和“活动”指示灯。
表 2. 链接 LED 指示灯
LED 指示灯状态

含义

关闭

该端口未链接。

绿色

端口已建立链接。

琥珀黄

Wi-Fi 扫描或监控模式 （仅适用
于 Wi-Fi 端口）。

表 3. 活动 LED 指示灯

16

LED 指示灯状态

含义

关闭

无活动

闪绿

接收或发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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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O012.EPS

图 9. 电池盒

 电池盒 - 可以更换电池组。请参见“取下和安装电池”
（第 205 页）。



GVO016.EPS

图 10. Kensington 安全槽

 Kensington 安全槽 - 您可以利用一根安全线缆来固定分析仪。
Kensington 安全槽位于分析仪的背面。

 支架可以按第 161 页所示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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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

W注意
为了能够正确操作，并防止损坏触摸屏，请用您的手
指触按屏幕。请勿使用尖锐物品触及屏幕。
您可以在触摸屏上使用下列操作姿势：




触按：在屏幕上选择某项时，轻轻触按该项。



移动、复制或删除一个测试时，先接触该测试，然后按住不放。随后会显
示几个选项。

轻拂：滚动屏幕时，先接触屏幕，然后向所需方向移动指尖。
轻触并按住：向测试层添加一个新测试时，先接触两个测试之间的空白空
间，然后按下手指不放。随后会出现一个菜单。

清洁触摸屏时，先关闭分析仪，然后用一块无棉软布蘸上酒精或温和
的清洁剂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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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屏幕
按下  键显示主页屏幕。
电池图标

正在使用的配置文件

星号表示未保存更改

触按获取报告和
屏幕快照

快捷栏
公共云

测试层

私有云

局域网
默认网关
网络发现
DHCP 服务器
DNS 服务器

访问点

最近的交换机
Wi-Fi 分析
工具按钮
OneTouch AT

电缆测试和 PoE
有线 IP 地址

自动测试按钮

无线 (Wi-Fi) IP 地址

图 11. OneTouch AT 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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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栏










 快捷栏：在 AutoTest （自动测试）结束之前，快捷栏的背景一直
为黑色。 AutoTest （自动测试）结束时，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
则快捷栏的背景将变为绿色，如有任何测试失败，则变为红色。

 电池状态指示灯：指示电池的近似电量。电池电量高于或等于
20% 时，指示灯为绿灯。电池电量低于 20% 时，指示灯变为红
灯。指示灯变红时，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避免用完电源。
为了详细了解电池的状态，需要触按 TOOLS （工具）图标 ，
随后向下滚动显示，然后触按 Battery Status （电池状态）按钮。
请参阅：“交流电源适配器和电池” （第 6 页）。

 Profile （配置文件）按钮：一个配置文件含有 OneTouch 分析仪
的设置和测试信息。如果进行了更改但未保存到所命名的配置文件
中，则配置文件名的后面会出现一个星号 (*)。更多信息请参阅
“配置文件” （第 119 页）。

 远程连接指示灯：与 OneTouch 分析仪建立远程连接时，则出现该
图标。

 产品名称：触按产品名称 (OneTouch AT) 打开一个菜单，可以让
您进行抓屏 （对屏幕拍照）或者创建一个报告。更多信息请参阅
“屏幕” （第 177 页）和“报告”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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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层






您可以用三种测试层按照您喜欢的方式来组织测试。

 Public Cloud Tier （公共云层）：该层一般用于测试公共云 （互
联网）中的服务器。

 Private Cloud Tier （私有云层）：该层一般用于测试私有云 （企
业内部网）中的服务器。

 Local Network Tier （局域网层）：该层一般用于测试局域网
（预订局域网）中的服务器。

 Public/Internet Cloud （公共/互联网云）：触按该云对其重命
名。请参见第 43 页。

 Private/Intranet Cloud （私有/企业内部网云）：触按该云对其
重命名。请参见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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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层









 Default Gateway （默认网关）：即有线连接和/或 Wi-Fi 连接所
用的默认网关。触按该图标可以详细了解该路由器。如果检测到
问题，会有一个红 X 号出现在图标上。

 DHCP Server （DHCP 服务器）：触按该图标可以显示 DHCP 测
试详情。如果该服务不可用，会有一个红 X 号出现在图标上。

 DNS Server （DNS 服务器）：触按该图标可以显示 DNS 测试详
情。如果该服务不可用，会有一个红 X 号出现在图标上。

 Discovered Networks and Devices （发现的网络和设备）：发现
的网络和设备的总数显示在该图标下方。触按该图标可以查看
IPv4 和 IPv6 服务器、交换机、 Wi-Fi 控制器和主机等设备的各自
计数。详情请参阅“发现” （第 82 页）。
最近的交换机层







 Nearest Switch （最近的交换机）；触按该图标可以显示最近的
交换机详情。如果检测到问题，会有一个红 X 号出现在图标上。

 Cable （电缆）：触按链接图标可以查看电缆和 PoE 的统计数
据。详情请参阅 “电缆测试” （第 55 页） 和 “PoE 测试”
（第 61 页）。

 Wireless Access Point （无线访问点）：触按该图标可以查看 AP
测试结果和连接日志。更多信息请参阅“Wi-Fi 网络连接测试”
（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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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层















 TOOLS （工具）按钮：触按该按钮进入 TOOLS （工具）菜单。
 Cable （电缆）：触按该图标可以查看电缆、链接和 PoE 的测试
结果。详情请参阅 “电缆测试” （第 55 页） 和 “PoE 测试”
（第 61 页）。

 OneTouch 图标：触按该图标可以查看详细的有线连接和 Wi-Fi
连接的发送和接收统计数据列表以及地址信息。注意，分析仪的
有线连接和 Wi-Fi 连接的地址分别显示在图标的左右两侧。

 Wi-Fi Analysis （Wi-Fi 分析）：触按该图标打开 Wi-Fi Analysis
（Wi-Fi 分析）屏幕。请参见第 6 章： “Wi-Fi 分析” （从第 123
页开始）。

 AutoTest （自动测试） 按钮：触按该按钮可以运行所有已配置的
测试。在您触按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 （或按下 AutoTest
（自动测试）键 ）之前，分析仪不会进行链接 （连接到有线
端口或 Wi-Fi 端口），也不会执行任何的基础设施测试或用户测试。

 有线 IP 地址：这是铜电缆以太网 NUT （被测网络）端口的 IP 地址。
 Wi-Fi IP 地址：这是 Wi-Fi 适配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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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文本
触按一个面板输入文本时，屏幕下半部分会显示一个键盘 （图 1-5）。



输入字符时，触按键盘上的字符。
输入一个大写字母时，首先触按 SHIFT，然后触按字母。在您输入一个字符之
后，键盘会返回小写模式。注：标音字母不能用作大写字母。



输入多个大写字母时，触按 SHIFT 两次。键盘处于大写模式时，该键为白色 。
输入小写字符时，再次触按 SHIFT。




删除字符时，触按 BACK。
输入标音字符时，首先触按 çñßà 键 （位于键盘左下角），然后触按键盘上的
字母。如果输入非标音字符，则再次触按 çñßà。

标准字符

标音字符

图 12. 文本输入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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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键盘
输入一个 URL 时，键盘含有的按钮可以将 “www.” 添加到开头，或
将 “.com,”、“.net,” 或 “.org” 添加到末尾。请参见图 13。

图 13. URL 输入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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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4 地址输入键盘
输入一个 IPv4 地址时，键盘含有的按钮可以输入常用的数字组合，但
不允许输入字母字符。请参见图 14。

图 14. IPv4 地址输入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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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 地址输入键盘
输入一个 IPv6 地址时，键盘含有的专用按钮可以输入常用数字组合、
冒号分隔符及十六进制数字。一个 IPv6 地址由冒号分隔的 8 组 16 位
十六进制数值来表示。 16 位数值中的前导零可以省略。而且，地址中
的一组连续零可以用一个双冒号来代替。

图 15. IPv6 地址输入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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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偏好
通常情况下，您可以一次完成下列所有偏好设置，不需要再次设置。

语言
请参见“设置语言” （第 6 页）。

日期/时间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Date/Time （日期/时间）。

3

触按您想更改的设置：



设置日期时，触按 Date （日期）。触按 <向左箭头> 或 <向右箭
头>，选择日历的年份和月份，然后在日历上选择正确的日期。触
按 DONE （完成），保存您的设置。



设置时间时，触按 Time （时间）。触按 <向上箭头> 或 <向下箭
头>，可以增加或减少小时、分钟和秒数。触按 DONE （完成），
保存您的设置。



设置日期格式时，触按 Date Format （日期格式），然后为 DD
（日）、 MM （月）和 YYYY （年）选择一种格式。注意，报告、
屏幕快照、捕获等文件命名中使用的日期格式是基于语言的设置。
请参见“语言” （第 28 页）。



设置时间格式时，触按 12 hr 或 24 hr，可以选择 12 小时时钟或
24 小时时钟。

注意
如果取出电池且未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时钟将保留
当前日期和时间至少 24 小时。

数字格式
分析仪可以显示小数点格式 (0.00) 的小数或逗号格式 (0,00) 的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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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0.0 或 0,0 （位于 Number （数字）按钮上）。

第 1 章：了解
设置偏好

长度测量单位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ft
选择英尺为单位或触按 m 选择米为单位 （位于 Length （长度）按
钮上）。

超时时间段 （断电和背光）
为了增加电池的工作时间，当您在指定时间内不按任何键时，分析仪
可以关闭背光和/或自动断电。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Timeout Period （超时时间）。

3

触按 Backlight （背光）或 Power Down （断电）。

4

选择一个时间。如果始终保持背光或使分析仪通电，则触按
Disabled （禁用）。

电源线频率
将电源的线频率设置为分析仪使用区的电源频率。该设置有助于防止
外部的交流电噪声影响接线图和电阻测量。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到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然后触按
Power Line Frequency （电源线频率）。

3

按照您的交流电源频率触按 50 Hz 或 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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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第 2 章：入门指南
W警告X*
使用分析仪之前，请先阅读从第 2 页开始的安全信息。

本章帮助您快速学会使用 OneTouch 分析仪。

目标
在本章，您将：


将一个 Connect (TCP) （连接 (TCP)）用户测试添加到主页屏幕



将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入网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查看测试结果

添加一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
User Test （用户测试）是您创建的测试，用以测试您的网络的特定
功能。
下列示例会说明如何将一个 Connect (TCP) （连接 (TCP)） User Test
（用户测试）添加到主页屏幕。可以采用类似操作添加其他的用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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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 TCP 测试添加到主页屏幕
您可以将用户测试添加到主页屏幕三层测试中的任何一层中。测试层是
为您提供一个框架，以便按照网络的结构来组织测试。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将一个 TCP 端口连通到所选目标，
以便利用一次 TCP SYN/ACK 握手来测试应用端口的可达性。
1

添加一个 Connect (TCP) （连接 (TCP)）用户测试时，持续按下主
页屏幕测试层的任何空白处。在该练习中，持续按下顶层空白处。

持续按下此处的
空白空间

User Test （用户
测试）位于三个
测试层上

网络基础设施测试

图 16. 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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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ADD TEST （添加测试）屏幕。

图 17. ADD TEST （添加测试）屏幕
2

触按 Connect (TCP) （连接 (TCP)）。会显示测试屏幕，然后选中
SETUP （设置）选项卡。注意活动选项卡的颜色与屏幕的背景相
匹配。
选中 SETUP
（设置）选项卡
服务器按钮

图 18.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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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触按 TCP Server （TCP 服务器）按钮。显示一个与上下文相关的
键盘。

图 19. URL 键盘
4

触按屏幕顶部的 URL 按钮。


该键盘会根据输入信息的类型而变化 （比如 IPv4 地址、 IPv6
地址、 URL 等）。



键盘上的快捷按钮 （比如 “www.” 和 “.com”）有助于您
快速便捷地输入信息。

5

触按 www. 按钮。

6

利用键盘键输入 flukenetworks。

7

触按 .com 按钮。

8

触按 DONE （完成）按钮。

9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分配一个专有的测试名称。测试名
称将出现在主页屏幕测试图标的下方和 OneTouch 报告中。为了
您的方便，OneTouch 分析仪会根据 URL 或 IP 地址自动为测试命
名。如果您想更改名称，则触按 Name （名称） 按钮。

10 Port （端口） 按钮可以让您指定将要建立连接的 TCP 端口编号。
对于本次测试，不需要更改端口的默认编号 80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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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按钮让您可以选择完成测试所需的持续
时间。如果测试未在容许时间内结束，则测试失败。将时间限制
设为 10 秒。
12 Proxy （代理） 控件可以让您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以便通过该服
务器发送 HTTP 请求。如果您的网络使用一个代理服务器，先触
按 Proxy （代理） 按钮，再触按 On （开），然后设置服务器地址
和端口。否则继续执行下一步。
13 触按

按钮 （位于屏幕顶部）或按下  键返回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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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
您可以通过网络端口 A 或可选内置式 Wi-Fi 适配器将 OneTouch 分析
仪连接到网络。
网络端口 B 仅在选用“捕捉”功能时使用。

建立有线 （铜导线）连接
从 OneTouch 分析仪的网络端口 A 将一根合适的线缆与待测网络相连。
如果您需要更改默认有线连接的配置：
1

触按 Tools （工具） 图标

。

2

触按 Wired （有线）按钮。

3

为您的网络设置合适的参数。详情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建立一个光纤连接
安装或拆卸 SFP 光纤适配器
安装一个 SFP 光纤适配器时，取下适配器的保护帽，使适配器滑入 SFP
端口 A 中。拆卸适配器时，轻轻拉动 SFP 的拉环。若 SFP 带有固位锁
扣，则按住适配器侧面的锁扣并将其从光纤端口拉出。
OneTouch 分析仪支持 100BASE-FX 和 1000BASE-X SFP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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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Wi-Fi 连接
本节适用于选配了 Wi-Fi 功能的 OneTouch 分析仪。
默认情况下， OneTouch 分析仪只能以扫描模式进行工作。除非经过
配置，否则不能连接网络。
连接到 Wi-Fi 网络时：
1

按下前面板上的  键。

2

触按 TOOLS （工具） 图标

3

触按 Wi-Fi 按钮。

4

确保 Enable Wi-Fi （启动 Wi-Fi）已 On （开）。

5

确保 Scan Only （仅扫描）为 Off （关）。 Scan Only （仅扫描）
设为 On （开）时，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进行 Wi-Fi 分析，但不
会连接到 Wi-Fi 网络。

6

利用 Bands （带宽）按钮选择 2.4 GHz 带宽、 5 GHz 带宽或二者
操作。

7

触按 SSID 按钮，从列表中选择一个 SSID。否则，如果您想连接到
一个隐藏的网络 （不广播其 SSID），则触按 ADD SSID （添加 SSID）
按钮。

8

触按 Security （安全） 按钮，输入适合您网络使用的凭证。

9

按下前面板上的  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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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AutoTest （自动测试）与用户定义的测试一起对网络基础设施进行综
合测试。
除非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否则 OneTouch 分析仪不会启
动任何链路、用户测试或基础设施测试活动。
触按 AutoTest （自动测试） 按钮
（位于主页屏幕的右下角），
或按下 AutoTest （自动测试） 键  （位于前面板上）。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

38



链接到活动端口 （有线端口和/或 Wi-Fi 端口）



获得 IP 地址



运行网络基础设施测试 （ 第 55 页上所列）



运行 User Test （用户测试）（包括您刚才创建的 Connect
(TCP) （连接 (TCP)）用户测试）



出现多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时，从底部测试层左下角的
测试开始运行，一直到顶部测试层右上角的测试结束运行。

第 2 章：入门指南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开始 AutoTest （自动测试） 时，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
变为停止按钮
。如果您想在测试结束之前停止 AutoTest （自动测
试），则触按停止按钮。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时，每个用户测试图标都会变为指示状
态的形式。
测试尚未启动。图标灰显。

测试正在进行。

测试通过。

测试失败。
当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图标 （您在顶层创建的测试）
标有绿色勾号 表明测试通过时，或标有红色 X 表明测试失败时，
说明测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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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测试结果
在主页屏幕上，每个测试图标都会指示测试是否通过

或失败

。

触按一个测试图标
以查看详细的测试
结果。

图 20.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之后的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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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Infrastructure Tests （网络基础设施测试）的详细介绍
从第 49 页开始。
User Test （用户测试）的详细介绍从第 87 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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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细的测试结果
1

触按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图标。显示 flukenetworks
“连接” (TCP) 测试屏幕，并选择 RESULTS （结果）选项卡。
选中 RESULTS
（结果）选项卡

图 21. “连接” (TCP) 测试结果选项卡


红色 X



一对破折号

表明测试失败。
表明未接收到测试结果。

DNS 查找
指将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时间。如果您输入一个 IP 地址，
则不需要进行 DNS 查找，所以会显示破折号 来表明该部分测试未
执行。
TCP 连接
指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Ping
ping 测试与 TC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TC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包到
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影响
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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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码
Return Code （返回码）指定了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关
于错误状况的纯文本描述显示在屏幕底部。
网络接口
在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果您指定了一个目
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由 DNS 服务器提供。
测试状态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前面有一个红色 x 号的绿色勾号表明起初测试通过，但随后测
试失败。
再次测试
触按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添加更多的 User Test （用户测试）
您可以将更多的任何类型的 User Test （用户测试）添加到主页屏幕中。
持续按下三种 User Test （用户测试）层任意一层上的空白空间，直到
显示 ADD TEST （添加测试）屏幕。您可以持续按下现有测试图标之
间的空白空间。测试层标注在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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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了各种 User Test （用户测试）。在列表中选择一种测试，然
后查看其操作指南。


Ping (ICMP) 测试

(第 88 页)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

(第 92 页)



Veri-Fi™ 测试

(第 95 页)



Web (HTTP) （网络 (HTTP)）测试

(第 99 页)



File (FTP) （文件 (FTP)）测试

(第 104 页)



Multicast (IGMP) （多播 (IGMP)）测试

(第 108 页)



Video (RSTP) （视频 (RSTP)）测试

(第 111 页)



Email (SMTP) （电子邮件 (SMTP)）测试

(第 114 页)

在测试层中组织 User Test （用户测试）
User Test （用户测试）从底层左侧开始执行，每层自左向右进行，最
后在顶层最右侧结束测试。
您可以利用测试层按照对您有益的一种方式对您的测试进行逻辑分组。
您可以自定义测试层的名称，以便与您的逻辑测试组匹配。

重命名云
在主页屏幕上， User Test （用户测试）层被云隔开。默认情况下，云
名称是“公共/互联网云”和“私人/企业内部网云”。点击一个云，打
开云的 SETUP （设置）和 RESULTS （结果）屏幕。在 SETUP （设置）
选项卡中可以重命名云。 RESULTS （结果）选项卡概述了上述测试层
中测试的数量以及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失败测试的数量。

43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查看离屏测试
1

在主页屏幕上，测试层末端的 V 形符号
测试为离屏测试。

触按 V 形符号滚动显示当前
离屏的测试。

用以表明有一个或多个

显示离屏测试的数量。

绿色勾号表明所有的离屏
测试都已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有一个或多个
离屏测试失败。

图 22. 查看离屏测试

再次运行单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
AutoTest （自动测试） 结束之后，您可以再次运行单个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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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测试”图标。

2

触按 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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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
编辑一个测试时，触按其图标。触按用户测试中的 SETUP （设置）选
项卡，编辑测试参数。
有一个星号 (*) 会显示在 RESULTS （结果）选项卡上，表明更改测试
之后一直未运行测试。
主页屏幕左上角配置文件的名称后面也会显示一个星号，表明用户
测试配置文件已更改。请参见第 5 章：“配置文件” （从第 119 页
开始）。

移动、复制或删除一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
持续按下主页屏幕上的测试图标。屏幕底部会出现四个图标。



触按停止按钮可以取消操作。



触按回收站可以删除测试。



触按复制图标可以复制测试。所复制的测试会出现在原测试的
旁边。



触按移动图标，然后触按一个高亮显示的目标位置可以移动测试。



如果您未触按 Cancel （取消）、 Delete （删除）、 Copy （复制）
或 Move （移动） 图标中的任何一个，您可以在三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层中任何一个上触按一个目标位置，便可以移动该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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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Test （自动测试）详情
AutoTest （自动测试） 是 OneTouch AT 分析仪的自动测试功能。
AutoTest （自动测试）可以综合测试网络基础设施，随后可以进行您
自定义的 User Test （用户测试）。


“网络基础设施测试”见第 49 页介绍。



User Test （用户测试） 见第 87 页介绍。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时，会显示主页屏幕，可以让您监控整
个测试结果。您可以触按一个测试图标来查看测试“结果”屏幕。
结束 AutoTest （自动测试） 时， OneTouch 分析仪仍会保持有线连
接 （链路和 IP 地址）。 OneTouch 分析仪开始进行网络监控活动，即
收集搜索信息、交换机统计数据及网关统计数据。 Wi-Fi 连接断开，
OneTouch 分析仪开始进行 Wi-Fi 分析。
再次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会出现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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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连接被断开。



Wi-Fi 分析停止，结果被清除。



基础设施测试结果、用户测试结果及搜索结果都被清除。



重新建立有线连接。



如果 OneTouch 分析仪配置为连接到无线网络的形式，则会重新
建立 Wi-Fi 连接。



要求提供有线连接和 Wi-Fi IP 地址。



重新运行所有的网络基础设施测试和用户测试。



再次进行搜索。请参见第 82 页。



AutoTest （自动测试） 结束时，再次开始 Wi-Fi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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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步骤
查看其他的测试结果
查看其他的测试结果时，首先返回主页屏幕，然后触按测试图标。

配置 OneTouch 分析仪以使用 SNMP
添加 SNMP 团体字符串/凭证，以增强 SNMP 交换机和网关的统计数
据。 请参见“SNMP” （第 82 页）。

将您的测试设置存储在一个配置文件中
您可以将 OneTouch 分析仪的测试配置保存在Profiles （配置文件）
中。 请参见“配置文件” （第 119 页）。

查看 Wi-Fi 分析
查看 Wi-Fi 分析时，触按 Wi-Fi 分析图标
分析” 。

。请参见第 6 章 ，“Wi-Fi

查看 IPv6 结果
查看 IPv6 测试结果时，启用 IPv6 操作，然后再次运行 AutoTest （自
动测试）。请参见“地址” （第 167 页）。

详细了解网络基础设施测试
请参见“网络基础设施测试” （第 49 页）。

生成一份报告
请参见“报告”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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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将执行网络基础设施测试以检
查网络的整体运行状况。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ests （网络基础
设施测试）图标位于主页屏幕的下半部。
当网络基础设施测试完成时，您的用户测试将运行。 请参见“User
Tests （用户测试）” （第 87 页）。
下面列出了每项网络基础设施测试。选择列表中的测试以查看其说明。


OneTouch 仪器，第 50 页



电缆测试，第 55 页



PoE 测试，第 61 页



Wi-Fi 分析，第 66 页



最近的交换机测试，第 67 页



Wi-Fi 网络连接测试，第 70 页



网关测试，第 74 页



DHCP 服务器测试，第 77 页



DNS 服务器测试，第 80 页



发现，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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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Touch 仪器
说明
轻触 OneTouch 仪器图标 （位于主页屏幕底部）以显示有线和 Wi-Fi
网络连接的详情，包括地址、传输和接收统计数据、错误和 SFP 信息。
配置
将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有线网络或/和 Wi-Fi 网络 （请参见“连接
网络” （第 36 页）），然后轻触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
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收集和显示连接参数，如 IP 地址，并监控和报告已
传输和接收的帧。将基于错误类型对有错误的已接收帧分类，并显示
错误数。如果安装了 SFP，将显示其制造商、型号、类型、序列号和
版本代码。
结果
在主页屏幕上，有线 IP 地址显示在 OneTouch 仪器图标
的左侧， Wi-Fi IP 地址显示在右侧。
轻触 OneTouch 仪器图标以查看测试结果和从有线和 Wi-Fi 连接收集
的统计数据。 ONETOUCH 结果屏幕具有两个选项卡：一个用于有线
连接，另一个用于 Wi-Fi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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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D Results （有线结果）选项卡

图 23. 有线 OneTouch 结果
地址 - 显示分析仪的有线测试端口的详情。分析仪的管理端口 IP 地址
显示 （如果它已连接）在此部分的底部。
传输统计数据 - 显示 OneTouch 分析仪传输的字节数、总数据包、多
播数据包和广播数据包。
接收统计数据 - 显示以下信息：
字节 - 接收的字节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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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包 - 接收的数据包总数
多播 - 接收的多播数据包总数
广播 - 接收的广播数据包总数
FCS 错误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整数长度为 64-1518 字节并包含
帧检查序列错误的帧而递增。
超小帧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长度小于 64 个字节并包含有效的 FCS
且在其他方面格式良好的帧而递增。此数目不包括范围或长度错误。
超小帧可能由故障或损坏的 LAN 驱动程序造成。
超大帧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长度超过 1518 个字节 （非 VLAN）
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包含有效的 FCS 且在其他方面格式良好
的帧而递增。
一般来说，您不会看到超大帧，尽管它们的存在并不一定是因为网络
有故障。超大帧可能由故障或损坏的 LAN 驱动程序造成。
碎片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包含无效 FCS 且长度小于 64 字节而递
增。这包括整数和非整数长度。
超时 - 此计数器会因每个长度超过 1518 个字节 （非 VLAN）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包含无效 FCS 的帧而递增。这包括对准错误。
可能原因包括损坏的 NIC 或收发器、故障或损坏的 NIC 驱动程序、损
坏的布线、接地问题以及由于高于正常的冲突速率堵塞网络的节点。
可能的解决方案是识别发出过多错误的节点并更换有缺陷的硬件。
丢帧 - 此计数器会因每个传输到系统但后来由于缺少系统资源被丢弃
的帧而递增。
控制帧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长度为 64 字节至 1518 字节 （非
VLAN）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具有有效 CRC 的 MAC 控制帧
（PAUSE 和不受支持）而递增。
PAUSE 帧 - 此计数器会在每次接收到长度为 64 字节至 1518 字节
（非 VLAN）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具有有效 CRC 的 PAUSE
MAC 控制帧时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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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 OP 代码 - 此计数器会在每次接收到长度为 64 字节至 1518 字节
（非 VLAN）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包含 PAUSE 以外的 OP 代
码但具有有效 CRC 的 MAC 控制帧时递增。
对准错误 - 此计数器会因每次接收的长度为 64 字节至 1518 字节（非
VLAN）或 1522 字节 （VLAN 上）并包含无效 FCS 且不是整数字节的
帧而递增。
对准错误可能表现为无法连接至网络或间歇性连接。
帧长度错误 - 此计数器会因接收的每个 802.3 长度字段与实际接收的
数据字节数 （46-1500 字节）不匹配的帧而递增。如果长度字段不是
有效的 802.3 长度，如以太网类型值，该计数器递增。
代码错误 - 此计数器会在每次出现有效载频并检测到至少一个无效数
据符号时递增。
载频检测错误 - 此计数器显示当在特定接口上传输帧时丢失或从未宣
称载频检测状况的次数。对于每次传输尝试，此对象实例表示的数量
至多递增一次，即使载频检测状况在传输尝试期间波动。将与下一个
接收帧上生成的统计数据一起报告该事件，由 RX_ER 上的 1 和 RXD
上的 0xE 定义。在帧之间，只可检测和记录一个错误的载频状况。

53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图 24. Wi-Fi OneTouch 结果
图 24 在 Wi-Fi 选项卡上显示 OneTouch 仪器结果。分析仪地址的详
情与传输和接收统计数据显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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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测试
说明
此测试验证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的铜以太网电缆的完整性。此外，
当与支持 DDM 的 SFP 一起使用光纤时，可以进行光功率测量。
当您轻触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时， OneTouch 分析仪试图建
立链路。如果 OneTouch 分析仪无法建立链路，它将执行电缆测试。

铜缆测试
配置和能力
将以太网电缆连接至网络端口 A。电缆的另一端可以：


连接至 Fluke WireView™ WireMapper
这提供最强大的电缆测试。 OneTouch 分析仪：





确定长度



查找短路和开路



查找串绕 （阻抗不匹配、交叉线对短路和绕线错误 （导线绕
到错误的线对））



识别交叉电缆

未端接 （未连接至任何物体）
OneTouch：





确定长度



查找短路



查找开路，如果它们离远端超过 2 m



查找串绕

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的网络端口 B
OneTouch 分析仪：


查找短路和开路



查找串绕



识别交叉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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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以 1 Gbps 链接。如果它无法以 1 Gbps 链接，它会尝试
以 100 Mbps 链接，然后尝试以 10 Mbps 链接。结果报告在
CABLE Results （电缆结果）屏幕上。



识别正常或负配对极性 （例如插针 1 和 2 连接至插针 2 和 1。）

结果
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然后轻触主页屏幕上的电缆图标以查看
测试结果。
下图显示各种分析仪和电缆配置的结果。
：

主页屏幕图标

电缆结果屏幕

图 25. 连接至 WireMapper #1 的电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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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连接至 Fluke WireView™ WireMapper #1 的电缆良好。

主页屏幕图标

橙色警告星号指示检测到
交叉电缆

电缆结果屏幕

图 26. 连接至 WireMapper #4 的交叉电缆

主页屏幕图标

电缆结果屏幕

图 27. 连接至端口 A 的未端接电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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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屏幕显示哪些电线开路
或短路以及 OneTouch 分析
仪到电缆故障的距离。

主页屏幕图标

电缆结果屏幕

图 28. 未端接电缆存在短路和开路
这表明连接至端口 A 的未端接电缆存在短路和开路。

主页屏幕图标

电缆结果屏幕

图 29. 从端口 A 连接至端口 B 的电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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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屏幕图标

电缆结果屏幕

图 30. 电缆只有两对导线
这表明从端口 A 连接至端口 B 的电缆只有两对导线。

当未连接电缆时，不会显示
电缆图标
主页屏幕图标

图 31. 未连接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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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诊断
当通过 100BASE-FX 或 1000BASE-X SFP 适配器连接时， OneTouch
分析仪使用光纤。光纤在主页屏幕上显示为橙色。

图 32. 主页屏幕上显示的光纤
当支持 DDM （数字诊断监控）的 SFP 安装在 OneTouch 分析仪上时，
接收 (Rx) 功率会与链路速度一起显示在主页屏幕上。供应商特定的信
息显示在 OneTouch 仪器结果屏幕上。

60

第 3 章：网络基础设施测试
PoE 测试

PoE 测试
说明
以太网供电 (PoE) 为通过以太网布线提供电力及数据的系统。当连接
至 PoE 电源设备 (PSE) 时， OneTouch 分析仪可模仿带电设备 (PD)。
OneTouch 分析仪协商和报告所报告的类、无载和负载电压、负载功
率以及用于供电的线对。
配置
要配置 PoE 测试：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2

轻触 Wired （有线）按钮。

3

轻触 Power over Ethernet （以太网供电）按钮。



启用 PoE - 此按钮用于启用或禁用 PoE 测量。



启用 TruePower™ - 此按钮启用或禁用负载电压和功率测量。



类：OneTouch 分析仪将尝试协商成所选的类。


。

当您选择 4 类时，会提供用于启用 LLDP 协商的选项。对于 
4 类，大多数 PSE 要求 LLDP 协商。

工作原理
当您轻触触摸屏上的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或前面板上的
AutoTest （自动测试）键时， PoE 测试将运行。
OneTouch 分析仪从 PSE 请求所选的类 (0-4)。将为所选的类执行协
商。可使用 OneTouch 分析仪的 TruePower™ 功能测量 PSE 的功率
输出，最大为协商的类指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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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电压低于 PSE 类型的最小值，或功率低于该类的最大值，则测试
将失败。如果端口符合该类的电压和功率要求，则测试将通过。
当您将 TruePower™ 设置为 On （开）时，将显示负载电压和可用功
率 （最大为该类的最大值）。如果 TruePower™ 为关闭，将仅显示无
载电压。

电压

从 PSE 接收的
最大功率

图 33. 主页屏幕 - PoE 测试已通过
图 33 在能够提供指定功率的交换机端口上按照 3 类测试之后，将显
示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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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PoE 测试结果，然后轻触 PoE 选项卡以显示详细
结果。

图 34. 详细的 PoE 测试结果 - 测试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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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主页屏幕 - PoE 测试失败
在设置 OneTouch 分析仪从 1 类交换机端口请求 4 类后，此图将显示
主页屏幕。 1 类交换机无法提供 4 类指定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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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PoE 测试结果，以在 CABLE/LINK/PoE 结果屏幕上
显示详细结果。

图 36. 详细的 PoE 测试结果 - 测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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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分析
轻触 Wi-Fi 分析图标
以分析 802.11 网络、接入点、客户端和信
道。提供了一些工具，可用于排除客户端连接故障和定位设备。
有关详情，请参见第 6 章： “Wi-Fi 分析” （从第 123 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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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交换机测试
说明
轻触交换机以识别有线连接的交换机名称、型号、端口和 VLAN。如
果启用了 SNMP，将报告位置、说明、联系和运行时间以及端口接收
和传输统计数据之类的参数。
配置
要显示系统组信息和统计数据，必须通过 SNMP 在网络上提供它们且
您必须为 SNMP 配置 OneTouch 分析仪。 请参见“SNMP” （第 82
页）。
工作原理
将基于信息通过链路层发现协议 (LLDP) 或 Cisco 发现协议 (CDP) 以及
通过 SNMP 的可用性来显示信息。 LLDP 或 CDP 用于识别最近的交换
机、连接的端口、交换机的地址及其他可用的信息。 OneTouch 分析
仪使用 SNMP 获取系统组信息和连接 OneTouch 分析仪的端口的数据
包统计数据。
结果
在主页屏幕上，最近交换机图标旁边的绿色勾选标记 或红色 X
指示测试已通过还是失败。前面带红色 x 的绿色勾选标记 指
示测试最初已通过，但后来失败。
当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未加电的交换机，将显示未加电的交换机
图标。

在这种情况下，测试结果会变化。接通交换机的电源以完成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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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然后触按最近的交换机图标
以显
示结果。有两个选项卡：Port （端口）和 STATISTICS （统计数据）。

图 37. 最近的交换机 - PORT （端口）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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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最近的交换机 - STATISTICS （统计数据）选项卡
当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时，统计数据监控开始。当最后的用
户测试完成时，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这会通过显示屏上的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从停止按钮
指示。

变为勾选标记

来

统计数据每隔 15 秒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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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网络连接测试
说明
Wi-Fi 网络连接测试执行到配置的 Wi-Fi 网络的链接，以测试用户连接
和本地网络环境的运行状况。测试验证认证和关联过程以及第 1 层和
第 2 层 Wi-Fi 基础设施的状态。加载的配置文件中必须包括目标 SSID
及其安全凭据。 Wi-Fi 链接以“最佳”接入点和信道为目标 — 通常是
具有最强信号电平的接入点。如果进行了成功的连接，则测试通过。
结果包括下列关键健康指标：
Tx 速率 - 指示传输的数据包的速度 （Tx 速率）与链路能力相比的性
能指标
重试 - 重新发送的百分比— 更高的百分比指示网络拥塞和干扰
信号和噪声 - 信号质量是连接的 AP 的信号强度与连接的信道中的噪声
水平的组合；较强的信号和较低的噪声水平代表高质量。
信道使用率 - 连接的信道上的带宽使用的百分比。高使用率值可能指
示网络拥塞和干扰。结果同时包括 802.11 和非 802.11 使用率。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时，将报告这些值。
信道 AP - 配置为使用连接的信道的接入点的数量。接入点太多可能会
互相干扰和影响连接或性能。AP 太少可能影响用户保持连接或漫游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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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轻触 Wi-Fi 按钮

3

确保 Enable Wi-Fi （启用 Wi-Fi）为 On （开）。

4

确保 Scan Only （仅扫描）为 Off （关）。

5

轻触 SSID 按钮并选择进行连接测试的网络。

6

轻触 Security （安全）按钮。配置认证类型和凭据。

7

返回主页屏幕。

8

轻触 AutoTest （自动测试）按钮。

工作原理
当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 OneTouch 分析仪尝试连接至
已配置的 Wi-Fi 网络。如果连接尝试成功， OneTouch 分析仪收集和
显示有关 AP 的信息，包括制造商、 BSSID、它连接或漫游的时间、信
道编号等。
OneTouch 分析仪记录连接或连接尝试中的步骤。这对故障排除可能
是宝贵的帮助。
测试继续运行且结果会更新，直到 Wi-Fi 连接被丢弃。当测试正在运
行时，如果您移出原来的 AP 的范围， OneTouch 分析仪将漫游。当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时，连接将被丢弃。如果设置了 Ping 测
试 （请参见第 88 页），直到您结束 Ping 测试， AutoTest （自动测
试）才会完成， Wi-Fi 连接才会被丢弃。当重新运行 AutoTest （自动
测试）或浏览至 Wi-Fi 分析屏幕时，连接被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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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进行了连接，测试通过，绿色勾选标记

将显示在主页屏幕上的

AP 图标
旁边。如果连接尝试失败，红色 x
将显示在 AP 图标的
旁边。前面带红色 x 的绿色勾选标记 指示测试最初已通过，但后来
失败。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AP 图标以了解详细的结果。

图 39. 接入点测试结果和日志
RESULTS （结果）选项卡
RESULTS （结果）选项卡具有三列：标签、值和备注。测量显示为如
下几行：
AP - 此行显示 AP 制造商、 BSSID 和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网络的
时间。当您漫游时，这将指示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当前接入点的
时间。
SSID - 在 AutoTest （自动测试）期间，在其上建立 Wi-Fi 连接的网络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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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 - 将显示信道编号，并带表示频段 （a、 b、 g、 n、 n40+ 和
n40-）的图标。
安全 - 此行显示配置文件中设置的安全参数。请参见“建立 Wi-Fi 连
接” （第 37 页）。
IP 地址 - 此行显示 Wi-Fi IP 地址，并指示寻址是通过 DHCP 还是为
静态。
连接时间 - 这显示经过的连接时间。如果已漫游，将显示自上次漫游
以来的时间
以下测量包括当前、最小、最大和平均 （算术平均）值。如果值不在
正常限制内，黄色警告图标
将显示在测量的旁边。例外：不会为低
Tx 速率显示黄色警告图标。
Tx 速率 - 传输速率显示为 Mbps 或 Kbps。还会显示最大理论 Tx 速
率。当该速率小于最大速率的 30% 时，将显示警告文本 （无黄色警
告图标）。
重试 - 当重试速率超过总数据包的 40% 时，将显示警告。
信号 - 当信号强度低于 -65 dBm 时，将显示警告。
噪声 - 当信道上的噪声水平高于 -90 dBm 时，将显示警告。
对于以下测量，只显示当前值。
信道使用率 - 当 802.11 使用率大于信道带宽的 40% 时，或当非
802.11 使用率大于信道带宽的 20% 时，将显示警告。
信道 AP - 当超过三个 AP 在信道上重叠时，将显示警告。
LOG （日志）选项卡
LOG （日志）选项卡显示 Wi-Fi 连接日志，包括驱动程序活动、请求
者和 DHCP 过程。当轻触 LOG （日志）选项卡时，该选项卡打开至最
新的结果，其显示在选项卡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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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测试
说明
轻触网关图标以识别当前 IPv4 和 IPv6 路由器的 IP 和 MAC 地址。还
会报告路由协议和路由器 Ping 连接。如果启用了 SNMP，将显示名
称、位置、说明、联系和运行时间以及路由器错误和丢弃的参数。
配置
要显示系统组信息和统计数据，必须通过 SNMP 在网络上提供它们
且您必须为 SNMP 配置 OneTouch 分析仪。 请参见“SNMP” （第
82 页）。
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通过 DHCP 或静态配置获取网关的 IP 地址。然后，
OneTouch 分析仪尝试禁止来自网关的响应。
OneTouch 分析仪使用 SNMP 获取系统组信息和用作分析仪子网的端
口的统计数据。
会用各种方法 （包括通过 IPv6 路由器广告）收集 RESULTS （结果）
屏幕的广告部分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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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轻触网关图标
数据。

以显示有线和 Wi-Fi 网关信息，包括有线网关统计

图 40. 网关 WIRED （有线）选项卡
有线网关统计数据每隔 15 秒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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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网关 Wi-Fi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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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服务器测试
说明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服务器测试将分解获取有线和 Wi-Fi 连
接上的 DHCP IP 地址的过程。提供 DHCP 服务器的标识、提供和接受
定时以及租用信息。 OneTouch 分析仪还会检查和报告网络上存在多
个 DCHP 服务器。
配置
如果 OneTouch 分析仪配置了静态 IP 地址， DHCP 服务器测试将不
会运行。测试的图标将褪色，单词“Static （静态）”将显示在图标
下面。
如果 OneTouch 分析仪配置为使用 DHCP，此测试将运行。要启用或
禁用 DHCP，请参见第 167 页。
Time Limit （时间限制）确定在 OneTouch 分析仪收到来自服务器的
响应之前，可经过多长时间。如果超过了时间限制，测试将失败。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DHCP 服务器图标

。

2

轻触 SETUP （设置）选项卡。

3

轻触 Time Limit （时间限制）按钮并选择一个限制。

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广播一条消息以发现广播域中的 DHCP 服务器。一
般来说，广播域中只应有一个 DHCP 服务器。它用 IP 地址和租用响
应，并提供其他信息，如子网掩码以及默认网关和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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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图 42. DHCP 测试结果
Server IP （服务器 IP）为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erver Name （服务器名称）字段填充了 OneTouch 分析仪在设备发
现期间获取的名称。该字段为空白，直到 AutoTest （自动测试）已
完成且 OneTouch 发现找到了服务器的名称。
Offer （提供）为提供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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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过程分为四部分：发现、提供、请求和确认。 Offer Time （提
供时间）为从 DHCP 发现过程的开始直到 DHCP 服务器返回提供的 IP
地址。
当提供的地址被 OneTouch 分析仪接受时，它会显示在 Accept （接
受）字段中。
Total Time （总时间）为 DHCP 发现、提供、请求和确认过程花费的
总时间量。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由 DHCP 服务器提供给 OneTouch 分析仪。
Subnet ID（子网 ID） - 这是子网掩码和提供的 IP 地址 （显示在 CIDR
备注中）的组合。
Lease Time （租用时间） - 这是 IP 地址有效的时间量。
Expires （到期） - 这是接受的时间加上租用期间。
提供 2 - 如果另一个 DHCP 服务器提供了 IP 地址，它将显示在这里。
MAC Address （MAC 地址） - DHCP 服务器的 MAC 地址。
IPv6 有线前缀 - IPv6 地址的网络部分，通过路由器广告获得。
IPv6 Wi-Fi 前缀 - 这是 IPv6 地址的网络部分，通过路由器广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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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服务器测试
说明
DNS （域名系统）服务器测试检查解析指定的 URL 的 DNS 服务器的
性能。还会报告返回的 IP 地址以及 DNS 服务器地址。
配置
可以配置将由 DNS 服务器查找的 URL，以及时间限制。可以使用
SETUP （设置）屏幕上的 Name to Lookup （要查找的名称）按钮
输入或更改要查找的名称。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DNS 服务器图标

。

2

轻触 SETUP （设置）选项卡。

3

轻触 Name （名称）选项卡并输入要查找的域名。

4

轻触 Time Limit （时间限制）按钮并选择测试完成可以使用的时
间量。

工作原理
DNS 服务器的地址可以通过有线连接或/和 Wi-Fi 连接 （如果可用）通
过 DHCP 或静态配置获得。OneTouch 分析仪联系 DNS 服务器并请求
URL 到 IP 地址的解析。如果 DNS 服务器未回复，或回复“找不到记
录”，测试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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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通过有线或 Wi-Fi 连接为配置的 URL 执行
DNS 查找，则测试将通过。







图 43. DNS 测试结果

 DNS Lookup （DNS 查找）是发送查找请求之后，接收地址所用的
时间。

 这是要解析的 URL，可在 SETUP （设置）选项卡上配置它。
 已解析的 IP 地址
 主要和辅助 DN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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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通过发现和分类有线和无线网络上的设备，提
供正在测试的网络的全景。在广播域中可以发现有线设备。可以使用
扫描和 Wi-Fi 分析发现无线设备。

有线发现
说明
OneTouch 分析仪通过端口 A 的有线网络连接发现本地子网中的设备
并进行分类。发现交换机、服务器、 VoIP 设备、打印机和主机并进行
分类。
SNMP
要获取最完整的发现结果，请配置 SNMP 团体字符串和/或凭据。这让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对您网络上的设备进行分类。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2

轻触 SNMP 按钮。

3

添加 v1/v2 团体字符串和/或 v3 凭据。

。

工作原理
当建立有线连接并开始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有线发现将开始。
将使用主动和被动分析发现设备。
发现一找到每个设备，就对它进行分类。每个有线设备可分类为交换
机、服务器、 VoIP 设备或打印机 （如可能）。如果这些类别均不适
用，该设备将分类为主机。
将检查每个设备的 IP 地址，并将设备分类为 IPv4 设备、 IPv6 设备或
双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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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发现
说明
Wi-Fi 发现要求可选的 Wi-Fi 功能。
发现结果屏幕上将报告 Wi-Fi 网络、 AP、客户端和信道使用。
配置
必须启用 Wi-Fi 功能。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图标

。

2

轻触 Wi-Fi 按钮

3

确保 Enable Wi-Fi （启用 Wi-Fi）为 On （开）。

可以将 OneTouch 分析仪配置为在 2.4 GHz 频段或/和 5 GHz 频段
工作。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图标

2

轻触 Wi-Fi 按钮

3

轻触 Band （频段）按钮并进行您的选择。

。

工作原理
当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时， OneTouch 分析仪开始信道扫描，
以发现网络 (SSID)、 AP、客户端和活动信道。

有线和 Wi-Fi 结果
发现的有线和 Wi-Fi 设备的总数显示在主页屏幕上的发现图标下。

设备数包括：


Wi-Fi AP



Wi-Fi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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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机



服务器



VoIP 设备



打印机



主机

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Discovery （发现）图标以显示 DISCOVERY （发
现）屏幕。将显示每种设备的数量。

图 44. DISCOVERY （发现）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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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结果
Wi-Fi 设备数显示在 DISCOVERY （发现）屏幕的顶部。可以通过轻触
主页屏幕上的 Wi-Fi 分析图标
，显示详细的 Wi-Fi 分析结果。请参
见“Wi-Fi 分析” （第 123 页）。
有线结果
IPv4 子网地址和 IPv6 全局子网地址显示在 CIDR 备注中。
有线结果中的交换机、服务器、 VoIP 设备、打印机和主机的总数可能
不等于 IPv4 和 IPv6 设备的总数。这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例如，
可能发现了设备的 MAC，但它可能没有 IP 地址。
AutoTest （自动测试）清除发现结果
当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发现结果被清除且发现再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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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User Tests （用户测试）
User Tests （用户测试）
您可以创建 User Tests （用户测试）来评估您网络的特定功能。
您可以将用户测试以及 OneTouch 分析仪的其他设置保存在一个配置
文件中。请参见“配置文件” （第 119 页）。
User Tests （用户测试）图标位于“测试层”中。“测试层”占据了
OneTouch 分析仪显示屏的上半部。请参见“测试层” （第 21 页）。
关于如何添加 User Tests （用户测试），请参见“添加一个 User Test
（用户测试）” （第 31 页）。
下面列出了各种 User Test （用户测试）。在列表中选择一种测试，然
后查看其操作指南。


Ping (ICMP) 测试，第 88页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第 92页



Veri-Fi™ 测试，第 95页



Web (HTTP) （网络 (HTTP)）测试，第99 页



File (FTP) （文件 (FTP)）测试，第104 页



Multicast (IGMP) （多播 (IGMP)）测试，第108 页



Video (RSTP) （视频 (RSTP)）测试，第111 页



Email (SMTP) （电子邮件 (SMTP)）测试，第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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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 (ICMP) 测试
目的
Ping 将 ICMP 回显请求发送到所选目标，以确定能否到达服务器或客
户端。目标可以是 IPv4 地址、 IPv6 地址或者所命名的服务器 （URL
或 DNS）。
配置
Server （服务器） - 输入您想 Ping 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名称。如果您
输入一个 IP 地址，将会跳过 Ping 测试的 DNS 查找部分。
Name （名称）-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 Ping 测试分配一个自
定义名称。测试名称将出现在主页屏幕测试图标的下方和 OneTouch
报告中。为了您的方便， OneTouch 分析仪会根据 URL 或 IP 地址自
动为测试命名。如果您想更改名称，则触按 Name （名称）按钮。
Frame Size （帧大小） - 指定了所发送的有效负载和报头的总大小。
有效大小为 70 - 9600 个字节。
为了沿着一条通往目标位置的路由测试 MTU，需要选择您希望测试的
MTU 帧大小，并将 Don’t Fragment （不分段）设为 On （开）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返回每个 ICMP 回显应答包所需的允许时间。
Count （计数） - 将要发送的 ICMP 回显请求包的数量。 Ping 计数可
以从一个设置到连续个。
在连续模式中，每秒发送一次包。 AutoTest （自动测试）将会暂停，
并会保持链接，直到停止 Ping 测试为止。连续的 Ping 测试用于使
AutoTest （自动测试）暂停，从而可以进行更多的 Wi-Fi 链接测试，
比如漫游等。
在连续模式中，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通过可用的有线连接发送包。
如果有线连接不可用，则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通过 Wi-Fi 连接发送
包。 OneTouch 分析仪不会同时通过有线连接和 Wi-Fi 连接发送包。
未处于连续模式时， OneTouch 将按下列顺序通过所有启用的接口发
送 Ping：有线 IPv4、有线 IPv6、无线 IPv4、无线 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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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Fragment （不分段）- 该选项 On （开）时， OneTouch 分析仪
会将“不分段”位设置在帧中。通过交换机和路由器时，帧不会分为
更小的帧。
工作原理
Ping 测试将回显请求包发送到一个主机，然后等待回复。如果在选定
时间限制内没有 Ping 响应，则视为丢失应答包。
OneTouch 分析仪将 ICMP 回显请求包发送到目标主机 （服务器），
然后等待响应。 OneTouch 分析仪记录下响应时间，并报告是否丢失
包。 OneTouch 分析仪为 IPv4 测试使用 ICMP 协议，为 IPv6 测试使
用 ICMPv6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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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测试结果包括当前的 Ping 响应以及整个响应统计数据。
如有任何包丢失，或者超过所选时间限制，则测试失败。

图 45. Ping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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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Lookup （DNS 查找）是指将可选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
时间。
Current （当前） - 每个包从 OneTouch 分析仪发送时都会分配一个索
引号。当前索引号是指上一次接收的 ICMP 回显应答包的索引号。
Sent （已发送）是指已发送 ICMP 回显请求包的数量。
Received （已接收）是指已接收 ICMP 回显应答包的数量。
Lost （已丢失）是指已发送的但未在选定时间限制内接收的 ICMP 回
显请求包的数量。
Minimum （最短时间）是指接收 ICMP 回显应答包所需的最短时间。
Maximum （最长时间）是指接收 ICMP 回显应答包所需的最长时间。
Average （平均时间）是指接收 ICMP 回显应答包所需的算术平均
时间。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果您指定了一个目
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由 DNS 服务器提供。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 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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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
目的
Connect (TCP) （连接 (TCP)）测试将一个 TCP 端口连通到所选目标，
以便测试应用端口的可达性。该测试利用一次 TCP SYN/ACK 握手来
验证基本应用程序端口的连接性。连接测试可用于确定服务是否可
用。 TCP 端口连接测试优于 Ping 测试，因为 Ping 测试可能在目标设
备或其路由中被阻止或禁用。
目标可以是 IPv4 地址、IPv6 地址或者所命名的服务器。端口参数可以
测试常用系统端口 （比如 HTTP 端口 80 或是高达 65535 的专用端口）
上特定应用程序的可用性。有关注册端口的完整列表，请访问网站
www.iana.org。
配置
Server （服务器） - 输入目标服务器的 URL 或 IP 地址。请参阅第 88
页“服务器”。
Name （名称） - Name （名称） 按钮可以让您为 Ping 测试分配一个
自定义名称。请参阅第 88 页“名称”。
Port （端口） - 用于指定将要建立 TCP 连接的端口编号。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 设置建立 TCP 连接的允许时间。
该时间限制适用于您的分析仪正在使用的每个接口。总共有四个接口：
IPv4 有线接口、 IPv4 Wi-Fi 接口、 IPv6 有线接口和 IPv6 Wi-Fi 接口。
如果时间限制设为 10 秒钟，并且您通过全部四个接口来运行测试，则
完成四个 TCP 连接总共允许使用 40 秒钟 （每个连接 10 秒钟）。
Proxy （代理） - Proxy （代理）控件可以让您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
以便通过该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为了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先触按
Proxy （代理） 按钮，再触按 On （开），然后设置服务器地址和端
口。否则继续执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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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TCP 测试可以在指定的 URL 上进行 DNS 查找。如果您指定了一个 IP
地址，则不会进行 DNS 查找。而是进行三次握手 （SYN、 SYN/ACK、
ACK）。然后测试结束。三次握手之后无数据传送，然后关闭端口。
结果
如果未在时间限制内通过所有已启用的接口 （有线接口、 Wi-Fi 接口、
IPv4 接口、 IPv6 接口）从目标位置接收到 SYN/ACK，则测试失败。

图 46. TCP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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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Lookup （DNS 查找）是指将可选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
时间。
TCP Connect （TCP 连接）即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Ping 测试与 TC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TC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包到
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影响
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果您指定了一个目
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由 DNS 服务器提供。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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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 测试
目的
Veri-Fi™ 测试是在 OneTouch 分析仪的有线网络连接与 Wi-Fi 网络连
接之间进行性能测试。该测试通过对 OneTouch 分析仪有线接口与
Wi-Fi 接口之间的吞吐量、丢帧比、延迟和抖动进行测试，能够综合
验证第 1 层到第 3 层之间的基础设施。
上行和下行数据流的速率都可由用户配置为高达 100 Mbps，并且可
以同时双向测试。非对称速率选项通常用于配置较低的 Wi-Fi 上行数
据流速率。所选帧大小和速率 (bps) 决定着每秒传输的帧数。
如果所测帧丢失数低于您指定的 Allowed Loss （容许丢失数），则测
试通过。辅助测试结果 （比如失序帧和重复帧）则支持验证无缝 WiFi 操作，比如两个访问点之间进行切换等。
配置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该测试分配一个自定义名称。请参阅
第 88 页“名称”。
速率 - 上行数据流 Wi-Fi 比特率。是指从 Wi-Fi 连接到有线连接之
间的流量速率。有效速率为 100 Kbps - 100 Mbps。
速率 - 下行数据流 Wi-Fi 比特率。是指从有线连接到 Wi-Fi 连接之
间的流量速率。有效速率为 100 Kbps - 100 Mbps。
Duration （持续时间）是指运行测试的时间。您可以运行一个快速的
1 秒测试，或是运行满 1 分钟的吞吐量测试。
Frame Size （帧大小） 是指 OneTouch 分析仪将要为本测试使用的帧
的大小。报头包含在帧大小中。
DSCP （差分服务代码点）控件可以为 VoWiFi 等应用程序验证更高质量
的服务 (QoS)。使用 DSCP 控件时，您可以通过改变其分类为所生成的
流量指定优先级。这是一个 6 位字段。默认零值是指定“尽力服务”。
Port （端口） 用于指定本次测试所用的控制连接的 TCP 端口和数据连
接的 UDP 端口。注意，同时会使用下一个更高的端口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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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ed Loss （容许丢失数）是指丢失包所占百分比。如果超过该
值，则测试失败。
工作原理
在指定端口上为 Wi-Fi 端口到有线端口之间的上行流量建立 TCP 控制
连接。在下一个更高的端口编号 （指定的端口编号 +1）上为下行数
据流流量建立另一个 TCP 控制连接。
排序的 UDP 流量以指定速率在指定端口上行传输数据流，并在指定端
口 +1 下行传输数据流。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测量和汇报速率、丢
帧比、延迟、抖动、序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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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上行数据流或下行数据流连接失败，或者无法建立连接，或者超
过所选 Loss （丢帧比）数值，则测试失败。

图 47. Veri-Fi™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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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bps) （速率 (bps)）是指所请求的比特率。
Frames Sent （已发送帧数）是指数据流发送的实际帧数。数据流的
方向由相应列顶部的
或
图标进行指示。该数值实时更新。
Frames Recv （已接收帧数）是指接口接收的实际帧数。数据流的方
向由相应列顶部的
或
图标进行指示。该数值在测试结束时进
行更新。
Frames Lost （丢帧数）是指发送的帧数与接收的帧数之差。
Loss （丢帧比）是指丢失的帧所占百分比。
Actual (bps) （实际速率 (bps)）是指根据已发送的帧与所接收的实际
帧数测得的比特率。
Latency （延时）是指平均单向延迟。
Jitter （抖动）是指平均帧延时变化。
Out of Seq （失序）是指接收到的失序帧的数量。
Duplicates （重复数）是指重复帧的数量。
“Ping”用于指示两个接口之间的流量传输是否成功。“Ping”测试
失败可能表明无法路由或出现高丢帧比。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 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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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HTTP) （网络 (HTTP)）测试
目的
Web (HTTP) （网络 (HTTP)）测试可以在下载指定网页时对终端用户
的响应时间 (EURT) 进行综合测试。
目标可以是 IPv4 地址、IPv6 地址或 URL。传输大小能够限制从 HTML
报头到整个网页的下载数据量。可选代理支持是专为更复杂的企业而
提供。
测试结果是将终端用户的总响应时间完全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如果
网页未在时间限制内下载，则测试失败。
配置
Server （服务器） - 输入目标服务器的 URL 或 IP 地址。请参阅第 88
页“服务器”。
Name （名称） -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 Ping 测试分配一个
自定义名称。请参阅第 88 页“名称”。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可以让您限制从目标服务器下载的数据量。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 设置网页的容许传输时间。
通过多个网络连接运行该测试时， Time Limit （时间限制）适用于每
个单独的网络连接。
Proxy （代理） - Proxy （代理）控件可以让您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
以便通过该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为了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先触按
Proxy （代理） 按钮，再触按 On （开），然后设置服务器地址和端
口。否则继续执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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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执行一个 HTTP 测试时， OneTouch 分析仪：

100



联系 DNS 服务器来解析目标的名称 （如果指定了 URL 而不是 IP
地址）



同时运行 Ping 测试与 HTTP 测试



建立一个 TCP 连接，尝试获取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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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在 Time Limit （时间限制）控件指定的时间内下载了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指定的数据量，则测试通过。

图 48. Web (HTTP) （网络 (HTTP)）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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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查找
即将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时间。如果您输入一个 IP 地址，
则不需要进行 DNS 查找，所以会显示破折号 来表明该部分测试未
执行。
TCP 连接
即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Data Start （数据开始）
Data Start （数据开始）时间是指从网络服务器接收第一帧 HTML 所
需的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是指最终用户下载网页 （包括 DNS、 Connect
（连接）和 Data Start （数据开始）的全部响应时间 (EURT)。如果
Total Time （总时间）超过您选择的Time Limit （时间限制），则测试
失败。
如果测试期间超过 Time Limit （时间限制），则当前测试阶段
（DNS、 Lookup （查找）、 Data Start （数据开始）或在数据传输期
间）会标以红色 X 号，并放弃测试。
Data Bytes （数据字节）
Data Bytes （数据字节）是指所传输的数据字节的总数。报头字节不
包括在测试值中。
Rate (bps) （速率 (bps)）
是指数据的传输速率。
Ping
Ping 测试与 HTT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HTT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
包到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
影响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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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Code （返回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关
于错误状况的纯文本描述显示在屏幕底部。
网络接口
在 Return Code （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
果您指定了一个目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由 DNS 服务器提供。
测试状态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Test Again （再次测试）
触按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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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 (FTP) （文件 (FTP)）测试
目的
File (FTP) （文件 (FTP)）测试通过上传或下载文件来验证 WAN、服务
器及网络的性能。目标可以是 IPv4 地址、IPv6 地址或 URL。可选代理
支持是专为更复杂的企业而提供。测试结果是将文件的总传输时间完
全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
配置
Server （服务器） - 输入目标服务器的 URL 或 IP 地址。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该测试分配一个自定义名称。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可以在您将 Direction （方向）设为 Get
（获取）时让您限制从目标服务器下载 （获取）的数据量。也能在您
将 Direction （方向）控件设为 Put （提供）时让您限制上传 Put
（提供）到目标服务器的数据量。
选择您想下载或上传的数据量。
如果指定的传输大小大于可以从目标服务器检索的数据量，则不会造
成测试失败。文件结束下载时，测试将会终止。
All （全部） （如果获取数据时可用）可使下载操作继续进行，直到
整个文件下载完毕或者达到时间限制为止。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 如果在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中所选
数据量未在指定时间内从目标服务器下载，则测试失败。通过多个网
络连接运行该测试时， Time Limit （时间限制）适用于每个单独的网
络连接。
Proxy （代理） - Proxy （代理）控件可以让您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
以便通过该服务器建立 FTP 连接。为了指定一个代理服务器，需要触
按Proxy （代理）屏幕上的 On （开）按钮。然后指定代理服务器的
地址和端口。
Direction （方向） - 利用 Direction （方向）控件可以指定 Get （获
取）（从服务器下载数据）或 Put （提供）（将数据上传至服务器）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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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and Password （用户名和密码）：输入这些凭证才能访问您指定
的目标服务器。如果留作空白，则 FTP 服务器将会认为您希望建立一
个匿名连接。如果所配置的用户名和密码在目标 FTP 服务器上无效，
则测试失败。
File （文件）：File （文件）字段执行的功能取决于您是否选择了 Get
（获取）或 Put （提供）数据。
如果 Direction （方向）设为 Get （获取），则 File （文件）将会
指定从服务器下载的文件名称。该文件将被检索，并会计算文件
大小和数据速率。一旦下载完毕，便会丢弃数据。不会写入文件
中，也不会保留在 OneTouch 分析仪上。
如果 Direction （方向）设为 Put （提供），则 File （文件）将会
指定在服务器上创建的文件名称。文件的大小由 Transfer Size （传
输大小）控件决定。该文件含有一个文本字符串，用以表明该文
件是 OneTouch 分析仪发送的文件。重复该文本字符串以便产生
所需的文件大小。
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与 FTP 服务器在端口 21 上建立一个控制连接，以
便协商将要传输的数据，并验证 FTP 服务器。随后与 FTP 服务器建立
一个数据连接。该连接用于传送数据。一旦完成数据传送，便会断开
数据传输连接，然后断开控制连接。该测试在每个配置的网络接口上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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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如果 Total Time （总时间）小于所选 Time Limit （时间限制），则测
试通过。如果测试期间超过 Time Limit （时间限制），则当前测试阶
段会标以红色 X 号，并放弃测试。

图 49. FTP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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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Lookup （DNS 查找）是指将可选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
时间。
TCP Connect （TCP 连接）即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Data Start （数据开始）是指从打开端口到接收到第一个 HTML 数据
所需的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是指最终用户的响应时间 (EURT)，其中包括
DNS 查找时间、 TCP 连接时间、数据开始时间以及向目标服务器上传/
从目标服务器下载指定数据量所需的时间。
Data Bytes （数据字节）是指所传输的数据字节的总数。
Rate （速率） 是指根据已发送或已接收的帧测得的比特率。
Ping 测试与 FT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FT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包到
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影响
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 Return Code （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果
您指定了一个目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是由 DNS 服务器提供。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 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107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Multicast (IGMP) （多播 (IGMP)）测试
目的
Multicast (IGMP) （多播 (IGMP)）测试用于验证订阅 IGMP 多播组的
能力，并验证多播数据向 OneTouch 分析仪的传输情况。多播适用于
在线流化数据，比如安全摄像机、工业传感器以及电报纸条等提供的
数据。
该测试可以验证多播组和端口的可用性以及沿路由多播支持性，比如
交换机中的 IGMP 监听等。
配置
IGMP Group （IGMP 组）是指多播组的 IP 地址。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该测试分配一个自定义名称。请参阅
第 88 页“名称”。
Transfer Size（传输大小）和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 所选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完成流化时，或是达到时间限制时，测试结束。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在达到时间限制之前未完成流
化，则测试失败。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设为 Unlimited （不受限制），
则测试将会一直运行到达到时间限制为止。



如果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设为 None （无），则测试将会一
直运行到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完成流化为止。



如果您选择了无时间限制和不受限制的传输大小，则测试操作不
会自动结束。

Port （端口） 是指接收多播的 UDP 端口。
Version （版本） - 如果所接收的 IGMP 流量不是指定版本，则测试失
败。注意， IGMPv3 中可能指定了多播源，从而降低了未授权方提供
多播数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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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合并所指定的多播组，并监听流量。如果指定
了一个源地址，则只会从该 IP 地址监听流量。该测试将在每个配置的
网络连接上运行。
结果
“通过/失败”条件见第 108 页“传输大小和时间限制”及“版本”内
容所示。

图 50. Multicast (IGMP) （多播 (IGMP)）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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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tart （数据开始）是指 OneTouch 分析仪发送 IGMP 合并消息
之后接收到第一个数据字节所需的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是指测试从开始到结束所需时间。
Data Bytes （数据字节）是指所传输的数据字节的总数。
Rate （速率）是指根据已发送的帧与所接收的字节数测得的比特率。
如果指定了一个源地址，则 Ping 测试将与 IGMP V3 测试同时进行。
如果 IGMP V3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包到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影响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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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RSTP) （视频 (RSTP)）测试
目的
Video (RSTP) （视频 (RSTP)）测试用以验证从按需响应的流媒体服务
器上访问视频内容的能力。该测试使用 RTSP 协议从指定的 RTSP 服务
器上建立并播放指定的视频文件。目标可以是一个 IPv4 地址、IPv6 地
址或是所命名的服务器。该测试用于验证经指定端口从服务器回放指
定的媒体文件的能力。
配置
Server （服务器） - 输入目标服务器的 URL 或 IP 地址。请参阅第 88
页“服务器”。
Name （名称） 按钮可以让您为该测试分配一个自定义名称。请参阅
第 88 页“名称”。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和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所选“传输
大小”(Transfer Size) 完成流化时，或是达到时间限制时，测试结束。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在达到时间限制之前完成流化，
则测试通过。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在达到时间限制之前未完成流
化，则测试失败。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设为 All （全部），则该测试将
一直运行到达到时间限制为止，或接收到整个数据流为止，然后
测试通过。



如果数据流中断，则测试失败。

Port （端口）是指将要接收流媒体的 TCP 端口。
File （文件）是指将要接收 （流化）的文件名称。
工作原理
OneTouch 分析仪请求与 RTSP 服务器进行会话。 File （文件）按钮上
指定的文件被流化到 OneTouch 分析仪。依照 Transfer Size （传输
大小）和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中指定的来检查流化数据量，以确
定测试是通过还是失败。不保存流化文件。

111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结果
如果 Transfer Size （传输大小）在达到时间限制之前未完成流化，则
测试失败。

图 51. Video (RSTP) （视频 (RSTP)）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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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Lookup （DNS 查找）是指将可选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
时间。
TCP Connect （TCP 连接）即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Data Start （数据开始）是指从打开端口到接收到第一个视频数据所
需的时间。而这通常称为“频道切换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是指将视频文件传输到 OneTouch 分析仪所需
的时间，其中包括 DNS、连接时间和数据开始时间。
Data Bytes （数据字节）是指所传输的数据字节的总数。
Rate （速率） 是指根据已发送的帧与所接收的帧数测得的比特率。
Ping 测试与 RTS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RTS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包
到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影
响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Return Code （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果
您指定了一个目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是由 DNS 服务器提供。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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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SMTP) （电子邮件 (SMTP)）测试
目的
Email (SMTP) （电子邮件 (SMTP)）测试是利用 SMTP 邮件服务来提
供有关有线连接或 Wi-Fi 连接的数字通知。
该测试可用于向 OneTouch 用户的电话发送一条文本消息，以便完
全了解互联网连接反馈，或者让一名测试主管为现场正在进行的所
有 OneTouch 测试建立一个信息库。该消息可以识别正在使用的
OneTouch 分析仪以及所用的有线连接或 Wi-Fi 链接，比如最近的
交换机或 AP。
SMTP 服务器可以是一个专用服务器，或是通用的免费电子邮件服务，
比如 gmail 等。请参阅 SMTP 服务提供信息，了解 SMTP 服务器的名
称和端口。如果还启用了 Wi-Fi 或 IPv6 （不仅启用了有线 IPv4 端口），
将会利用每次传输操作发送一条独立的消息。
配置
SMTP Server （SMTP 服务器） - 输入用于处理电子邮件的 SMTP 邮件
服务器的名称。
Name （名称）按钮可以让您为该测试分配一个自定义名称。请参阅
第 88 页“名称”。
Time Limit （时间限制） - 允许 SMTP 服务器确认电子邮件已成功发送
的时间。
From Email （发件人） - 如果您的 SMTP 服务器阻止了无效的地址，
则需要提供一个有效地址。否则，任何名称都会接受。该地址将会出
现在 OneTouch 分析仪待发送邮件的发件人字段中。
To Email （收件人） - 在此处输入收件人的地址。
SMTP Server Port （SMTP 服务器端口） - 非 SSL 通常采用端口 25，
SSL 采用端口 587。
Login （登录） - 如果 SMTP 要求进行认证，则将 Login （登录）设为
On （开），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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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如果通过有线接口发送邮件， OneTouch 分析仪会将最近的交换机的
信息添加到电子邮件正文中。如果通过 Wi-Fi 发送邮件，则会将 AP 信
息添加到电子邮件正文中。 OneTouch 分析仪首先搜索 SMTP 服务器
的名称，然后联系服务器，并在必要时设置 SSL 通信，再在必要时进
行验证，并利用 SMTP 协议发送电子邮件。 SMTP 协议会确认电子邮
件是否已发送，并在发生错误时提供返回码。通过检查您在 To Email
（收件人）设置中指定的电子邮件帐户中的收件箱，可以辅助验证该
测试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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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测试结果是将发送电子邮件所需的总时间完全分解。

图 52. Email (SMTP) （电子邮件 (SMTP)）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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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S Lookup （DNS 查找）是指将可选 URL 解析到一个 IP 地址所需的
时间。
TCP Connect （TCP 连接）即打开服务器端口所需的时间。
Data Start （数据开始）是指从打开端口到服务器允许上传电子邮件
所需的时间。
Total Time （总时间）是指从 OneTouch 分析仪发送电子邮件所需的
总时间。
Data Bytes （数据字节）是指所传输的数据字节的总数。
Rate （速率）是指根据已发送的帧与所接收的帧数测得的比特率。
Ping 测试与 SMTP 测试同时进行。如果 SMTP 测试在 ICMP 回显应答
包到达之前结束，将会为 Ping 测试结果显示破折号。 Ping 结果不会
影响测试的通过/失败状态。
Return Code （返回码）用于指定结束测试状态或出现的错误状况。
在 Return Code （返回码）的下方，显示的是目标服务器的地址。如
果您指定了一个目标服务器的 URL，则这些地址是由 DNS 服务器
提供。
在屏幕的左下角，有一个图标指示测试状态：
进度转子表明测试正在进行中。
绿色勾号表明测试通过。
红色 x 号表明测试失败。
触按 TEST AGAIN （再次测试）按钮

，重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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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OneTouch <OneTouch@company.com>
收件人：收件人 [ 收件人 @company.com]
主题：测试结果
日期：2012 年 6 月 1 日周五 08:38:15 -0800
IP：10.250.0.232
名称：Switch_Name.eng (010.250.000.002)
型号：cisco 12-34567-890
端口：GigabitEthernet0/33
地址：10.250.000.006
Vlan: 500（如果适用）

图 53. 从 IPv4 有线连接发送电子邮件

发件人：OneTouch <OneTouch@company.com>
收件人：收件人 [ 收件人 @company.com]
主题：测试结果
日期：2012 年 6 月 1 日周五 08:38:15 -0800
IP ：10.250.0.232
SSID ：NetworkName
BSSID：00:17:df:a1:0f:d0
信道 1

图 54. 从 IPv4 Wi-Fi 连接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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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Touch 分析仪的配置文件是能以各种方式使用的指定配置，用于
简化分析仪的操作。配置文件可让一个组织创建标准的测试程序，从
而能从任何的场所或部门加入预期的网络操作。
一个组织使用配置文件创建的标准工作可以获得稳定、彻底的测试过
程，并能让技术不太熟练的人员完成复杂的网络测试。
通过轻按标题栏中的配置文件名称，可以快速调用或管理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用途包括：


基于地点型配置文件，通过测试驻地网、私有企业内部网和公共
互联网中的服务器组合，能从一个指定的现场或办事处进行标准
作业。



部门型配置文件，能将公司特定部门 （比如销售部、制造部或研
发部）所需的网络服务和应用程序包含在内。



用户型配置文件，比如测试客户的登录和预期的网络访问性。



终端设备仿真配置文件，如通过测试 PoE 和 TCP 端口至呼叫管理
器的连接性来模拟一个 VoIP 电话。静态寻址、 VLAN 成员关系和
MAC 欺骗等其他功能也能用于对网络端点进行仿真。



基础设施测试，用于检验特定的网络操作，比如：

IP 监控测试，即利用多个 IGMP 多播用户测试来订阅多个流
视频源，以验证摄像机和中间交换机。


Wi-Fi 性能测试，即利用 Veri-Fi™ 测试来检验有线网络与
Wi-Fi 网络之间可接受的带宽。

通过按具体应用来命名User Test （用户测试）层，可以进一步自定义
配置文件。测试层允许对类似的测试进行分组，有助于网络的诊断鉴
别。通过轻按分隔符并根据具体应用重命名，可以更改默认名称“私
有/企业内部网”和“公共/互联网”。比如，一个制造现场的测试可以
将测试层重命名为“生产车间”和“后勤办公室”，并使相应的测试
位于各自测试层中。
除了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之外，用户在分析仪上的所有
配置都保存在 Profiles （配置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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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名称后面的星号 (*)


更改当前的配置文件时 （添加或修改测试、输入安全密钥等），快
捷栏中的配置文件名称后面会出现一个星号，表明尚未保存更改。



更改当前的 AP 授权列表时，配置文件名称后面会出现一个星号，
表明已修改相关的 ACL。



如果您重启电源，则 OneTouch 分析仪将会保留更改，并且仍会
显示星号。但是，如果您在保存当前的配置文件之前加载了另一
个配置文件，则对当前配置文件所做的更改将会丢失。

打开 Profile （配置文件）屏幕
您可以轻按屏幕顶部快捷栏中的 Profile （配置文件）名称。
或者首先轻按主页屏幕中的 Tools （工具）图标
（配置文件）按钮。

，然后轻按 Profile

保存配置文件
要保存配置文件：
1

按照需要配置分析仪 （添加 User Test （用户测试）、更改设置等）。

2

轻按屏幕顶部快捷栏中的 Profile （配置文件）名称。

3

轻按 SAVE （保存）按钮。

4

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时，首先输入文件名称，然后轻按 DONE
（完成）按钮。使用现有文件名称时，轻按 DONE （完成）按钮。

加载配置文件
保存多个配置文件之后，可以滚动显示文件列表，然后选择一个配置
文件，再轻按 Profile （配置文件）屏幕上的 LOAD （加载）按钮。
加载一个配置文件之后，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可以获得测试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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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或删除一个配置文件
轻按 Profile （配置文件）屏幕上的 MANAGE （管理）按钮，重命名
或删除一个配置文件。

导出和导入配置文件
为了快速导入或导出一组配置文件，可以利用 FTP 或将分析仪的用户
文件系统映射为网络驱动器。

请参见“使用 FTP 管理文件” （第 200 页）。


请参见“映射网络驱动器” （第 200 页）。

利用一个 USB 闪存将一个配置文件导出到另一个 OneTouch 分析仪中：
1

将一个 USB 闪存连接到 OneTouch 分析仪。（在轻按第 3 步中的
MANAGE （管理）按钮之前，您必须这样操作，以使 USB 闪存
出现在列表中）

2

轻按屏幕顶部快捷栏中的 Profile （配置文件）名称。

3

轻按 MANAGE （管理）按钮。

4

选择需要导出的配置文件。

5

轻按 EXPORT （导出）按钮。

6

轻按 usbstorage （usb 存储）。

7

轻按 OK （确定）。

8

从导出源 OneTouch 分析仪上卸载 USB 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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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一个 USB 闪存连接到目标 OneTouch 分析仪。

10 在目标 OneTouch 分析仪上，轻按屏幕顶部快捷栏中的 Profile
（配置文件）名称。
11 轻按 MANAGE （管理） 按钮。
12 轻按 IMPORT （导入）按钮。
13 浏览 USB 闪存上的配置文件。轻按相应的配置文件，使其高亮
显示。
14 轻按 OK （确定）按钮。该配置文件将会保存到 OneTouch 分析
仪的 /internal/Profiles 目录中。
加载所导入的配置文件：
15 轻按返回按钮

。

16 选择所导入的配置文件。
17 轻按 LOAD （加载）按钮。

查看配置文件
要查看一个保存的配置文件时，首先利用一种文件管理方法打开 Profiles
（配置文件）目录，然后选择一个 Profiles （配置文件）。（请参见
“管理文件” （第 191 页）。） Profile （配置文件）是一个带有
.profile 扩展名的纯文本文件，可以显示在网络浏览器或文本编辑器中。

编辑配置文件
您可以利用 OneTouch 分析仪来编辑和保存 Profiles （配置文件）。配
置文件不宜在文本编辑器中进行编辑。如果在 OneTouch 分析仪外部
编辑配置文件，则无法使用，因为配置文件受校验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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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Wi-Fi 分析
OneTouch 分析仪为您提供信息和指南，以便快速评估 Wi-Fi 网络的
状态和排除影响最终用户连接和性能体验的问题。
OneTouch 分析仪 Wi-Fi 分析包括发现和分析 802.11 网络、接入点、
客户端及使用的信道。提供了一些工具，可用于排除客户端连接故障
和定位可能造成安全风险的设备或影响网络运营的设备。
该分析仪支持 802.11 a/b/g/n 技术，在 2.4 GHz 和 5 GHz 频段均可工
作。必须启用 Wi-Fi，才能开始 Wi-Fi 分析。请参见“启用 Wi-Fi”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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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Wi-Fi
要在 OneTouch 分析仪上启用 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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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轻触 Wi-Fi 按钮

3

确保 Enable Wi-Fi （启用 Wi-Fi）为 On （开）。

第 6 章：Wi-Fi 分析
主页屏幕上的 Wi-Fi 图标

主页屏幕上的 Wi-Fi 图标
Wi-Fi 图标具有三种状态：已停止、已链接和扫描中。

已停止

当打开 OneTouch 分析仪时， Wi-Fi 处于已停止模式，且 Wi-Fi 适配
器为空闲。该图标显示带开始按钮的放大镜。轻触开始按钮以开始
Wi-Fi 分析。

已链接

如果您已配置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 Wi-Fi 网络，当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时， OneTouch 分析仪将尝试连接。
当建立了 Wi-Fi 链接时，下列值将显示在图标旁边。这些值每秒更新
一次。


SSID （网络名称）



信道编号和信号水平



连接速率

轻触 AP 图标以查看 Wi-Fi 自动测试结果。

扫描中

当 AutoTest （自动测试）完成时， Wi-Fi 链接将被丢弃，然后
OneTouch 分析仪不断扫描已配置的频段 （2.4 GHz 和/或 5 GHz）
中的所有信道。轻触扫描图标以转至 Wi-Fi Analysis （Wi-Fi 分析）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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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分析屏幕
Wi-Fi 分析屏幕上有四个选项卡：


网络



AP （接入点）



客户端



信道

轻触选项卡以显示相应的分析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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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
NETWORK Analysis （网络分析）选项卡提供：


所有发现的 Wi-Fi 网络的可排序列表，带每个网络的摘要信
息。请参见图 55。



网络覆盖范围的图形表示及重要的网络详情。



过滤器按钮，对每个网络的接入点、客户端和信道提供进一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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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网络的摘要信息显示在按钮上。














图 55. Wi-Fi Network Analysis （Wi-Fi 网络分析）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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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图标指示网络的安全级别。
绿锁指示正在使用 WPA 个人、 WPA 企业、 WPA2 个人或
WPA2 企业安全。
黄锁指示正在使用 WEP 或 802.1X （使用 WEP 加密）。
红锁指示未使用任何安全。
双锁指示正在使用多种安全类型。

 这是网络的名称 （其 SSID）。如果网络名称被隐藏 （即非广播），
则该名称显示在方括号中。隐藏的未解析名称像这样：[Hidden]。
隐藏的已解析名称像这样：[NetworkName]。

 接入点图标显示支持网络的已发现接入点的数量。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网络信号强度的快速
可视指示。
5 条：> -50 dBm
4 条：-50 dBm 至 -65 dBm
3 条：-66 dBm 至 -75 dBm
2 条：-76 dBm 至 -85 dBm
1 条：< -86 dBm

 这是网络的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对于具有多个 AP 的网
络，这是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最强信号电平。

 所有 Wi-Fi 分析屏幕都会显示状态栏。它显示 SSID （网络）、 AP
（接入点）和客户端的数量。当扫描信道时，它还会显示信道编号。

 SORT （排序）按钮上显示当前选定的排序关键字。
 排序按钮让您可以按照以下各项对网络的列表排序：


SSID



信号电平



接入点数量



客户端数量



安全级别



网络类型 （基础设施或 Ad hoc）

 REFRESH （刷新）按钮清除所有 Wi-Fi 结果并重新启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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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网络详情


轻触网络以显示其详情。



再次轻触网络，以返回网络的摘要视图。



轻触另一网络以显示其详情。一次只显示一个网络的详情。

轻触网络以显
示详细信息。

图 56. 显示 Wi-Fi 网络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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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详情
下一节描述网络按钮，轻触它之后将显示详情。


















图 57. Wi-Fi 网络详情

 网络的名称 (SSID) 会显示在这里。如果名称非常长，它可能在这
里被截断。整个名称总是显示在第  行上。
 此图标指示网络的安全级别。有关图标的外观如何随网络的安全级
别变化的说明，请参见第 129 页。

 完整的网络名称会显示在这里。
 网络的安全类型
 信号图形象地表示发现的接入点提供的网络覆盖范围。 AP 按照其
信号强度出现在图形上。刻度为 -90 dBm 至 -10 dBm。该图实时
更新。

 轻触信息按钮以显示有关屏幕的快速提示。
 首次发现网络的日期和时间
 轻触 Channel Filter （信道过滤器）按钮以显示网络正在使用的信
道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信道。

按钮以再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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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触 Client Filter （客户端过滤器）按钮以显示网络上发现的客户
端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客户端。

按钮以再次显示

 轻触 AP Filter （AP 过滤器）按钮以显示为网络配置的 AP 的摘要。
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按钮以再次显示所有 AP。

 这是网络的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对于具有多个 AP 的网
络，这是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最强信号电平。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网络信号强度的快速
可视指示。有关改变图标外观的阈值的列表，请参见第 129 页。
当选择了特定网络、 AP 或客户端时，将显示详情并提供相关的工具。
Wi-Fi TOOLS （Wi-Fi 工具）按钮
出现在屏幕的右下角。请参见
“Wi-Fi 工具” （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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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分析
AP Analysis （AP 分析）选项卡提供：


所有发现的 AP 的可排序列表，带每个 AP 的摘要信息。请参
见图 58。



AP 详情和趋势测量的图形表示。



过滤器按钮，对每个 AP 支持的网络、相关的客户端和使用的
信道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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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 AP 的摘要信息显示在按钮上。














图 58. AP Analysis （AP 分析）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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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图标指示 AP 的授权状态。授权分类提供管理您的接入点列表的
方法，以便您可识别未授权设备、相邻设备等。

所有新的和未指定的 AP 将被指定如第 153 页上所述的默认
状态。


您可更改各个 AP 的授权状态，如第 154 页上所述。

 AP 的最佳名称具有以下优先顺序：用户指定的名称、报告或发现
的名称、 BSSID。

 与 AP 相关的客户端数量。
 AP 正在使用的信道。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 AP 信号强度的快速可
视指示。有关改变图标外观的阈值的列表，请参见第 129 页。

 此参数随选择的排序关键字变化。将显示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
的 AP 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或显示 AP 的使用率。

 所有 Wi-Fi 分析屏幕都会显示状态栏。它显示发现的 SSID （网络）、
AP （接入点）和客户端的数量。当扫描信道时，它还会显示信道
编号。

 SORT （排序）按钮上显示当前选定的排序关键字。
 排序按钮让您可以按照以下各项对 AP 的列表排序：


信号电平



AP 名称



信道



使用率



已关联的客户端数量



授权状态



802.11 媒体类型

 REFRESH （刷新）按钮清除所有 Wi-Fi 结果并重新启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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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AP 详情


轻触 AP 以显示其详情。



再次轻触 AP，以返回 AP 的摘要视图。



轻触另一 AP 以显示其详情。一次只显示一个 AP 的详情。

AP 详情
下一节描述 AP 按钮，轻触它之后将显示详情。






















图 59. AP 详情

 AP 的完整最佳名称会显示在这里。AP 的最佳名称具有以下优先顺
序：用户指定的名称、报告或发现的名称、 BSSID。

 AP 的 BSSID 地址会显示在这里。
 此图标指示 AP 的授权状态。请参见第 135 页。
 此图标指示 AP 的安全级别。有关图标的外观如何随安全级别变化
的说明，请参见第 129 页。当正在使用多种安全类型时，会显示
多个图标。

 Signal and Noise （信号和噪声）图指示接入点的覆盖范围和信号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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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上面的线条按 0 至 -100 dBm 的比例显示信号强度。


大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强信号。



小于或等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边缘或
弱信号。

该图下面的线条显示 AP 正在使用的信道的噪声电平。


小于或等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低噪声
电平。



大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嘈杂的环境。

 显示 AP 正在使用的信道。
 显示 AP 正在使用的频段。
 显示 AP 正在使用的 802.11 媒体类型。
 Retry and Utilization （重试和使用率）图指示网络覆盖范围、拥
塞和容量问题。
重试率基于重新发送的总数据包的百分比。刻度为 0% 至 100%。


小于或等于 40% 的重试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 40% 的重试值显示在黄色框中。高重试率指示有问题，
如嘈杂的 RF 环境、已关联的客户端位于 AP 范围的边缘或高
流量水平。

使用率百分比值基于实际的流量水平相对于总可用带宽。刻度为
0% 至 100%。


25% 或以下的使用率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 25% 的值显示在黄色框中。高使用率指示 AP 可能过
载。可能需要另外的 AP 或负载平衡以缓解问题。

 轻触信息按钮以显示有关屏幕的快速提示。
 这是首次发现 AP 的日期和时间。
 轻触 Channel Filter （信道过滤器）按钮以显示 AP 正在使用的信
道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信道。

按钮以再次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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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触 Client Filter （客户端过滤器）按钮以显示与 AP 相关的客户
端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客户端。

按钮以再次显示

 轻触 Network Filter （网络过滤器）按钮以显示正在使用接入点
的网络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显示所有网络。

按钮以再次

 此参数随选择的排序关键字变化。将显示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
的 AP 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或显示 AP 的使用率。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 AP 信号强度的快速可
视指示。有关改变图标外观的阈值的列表，请参见第 129 页。
当选择了特定网络、 AP 或客户端时，将显示详情并提供相关的工具。
Wi-Fi TOOLS （Wi-Fi 工具）按钮
出现在屏幕的右下角。请参
见“Wi-Fi 工具” （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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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分析
CLIENT Analysis （客户端分析）选项卡提供：


所有发现的网络的可排序列表，带每个网络的摘要信息。请参
见图 60。



客户端详情和趋势测量的图形表示。



过滤器按钮，对每个客户端的信道使用、接入点关联及其网络
提供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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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客户端的摘要信息显示在按钮上。














图 60. Client Analysis （客户端分析）选项卡

 Wi-Fi 客户端指示已关联的客户端

或正在探测的客户端

。

 客户端名称显示在上面，网络名称显示在下面。如果您按 AP 对客
户端列表排序，将显示 AP 最佳名称而不是网络名称。

 这是客户端正在使用的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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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客户端信号强度的快
速可视指示。有关改变图标外观的阈值的列表，请参见第 129 页。

 此参数随选择的排序关键字变化。这显示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
的客户端的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或显示客户端的使用率。

 所有 Wi-Fi 分析屏幕都会显示状态栏。它显示发现的 SSID （网络）、
AP （接入点）和客户端的数量。当扫描信道时，它还会显示信道
编号。

 SORT （排序）按钮上显示当前选定的排序关键字。
 排序按钮让您可以按照以下各项对客户端的列表排序：


信号电平



客户端名称



信道




使用率
SSID



接入点



状态 （已关联或正在探测）

 REFRESH （刷新）按钮清除所有 Wi-Fi 结果并重新启动扫描。

显示客户端详情


轻触客户端以显示其详情。



再次轻触客户端，以返回客户端的摘要视图。



轻触另一客户端以显示其详情。一次只显示一个客户端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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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已关联的客户端详情

 客户端的制造商的 MAC 地址
 Wi-Fi 客户端指示已关联的客户端

或正在探测的客户端

 客户端的 MAC 地址，包括制造商和原始 MAC
 客户端连接至的网络
 客户端关联的 AP
 客户端正在使用的信道
 客户端正在使用的频段
 接入点的 802.11 媒体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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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l and Noise （信号和噪声）图指示客户端与连接的接入点
（覆盖范围）和连接质量相关的信号强度。
此图上面的线条按 0 至 -100 dBm 的比例显示信号强度。


大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强信号。



小于或等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边缘或
弱信号。客户端可能离接入点太远，无法获得可靠的连接。

该图下面的线条显示噪声。


小于或等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低噪声
电平。



大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可能影响客户
端的连接质量的嘈杂环境。

 Retry and Utilization （重试和使用率）图指示网络覆盖范围、拥
塞和容量问题。
重试率基于重新发送的总数据包的百分比。刻度为 0% 至 100%。


小于或等于 40% 的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 40% 的值显示在黄色框中。高重试率指示有问题，如嘈
杂的 RF 环境、客户端可能位于 AP 范围的边缘或高流量水平。

使用率百分比值基于客户端实际的流量水平相对于总可用带宽。
刻度为 0% 至 100%。


25% 或以下的使用率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 25% 的值显示在黄色框中。高使用率可能指示如下问题：
单个客户端过多使用带宽、客户端位于 AP 范围的边缘 （导致
过多重试从而增加了使用率）或以低数据速率传输大量数据。

 Frame Rate （帧速率）图显示接收 (Rx) 和传输 (Tx) 速率。此图
的刻度基于 AP 的最大速率，其显示在图形底部。低数据速率影
响最终用户的响应时间。过高的使用率、干扰和弱覆盖范围可能
降低性能。


大于接入点的最大支持帧速率的 30% 的 Rx 和 Tx 值显示在绿
色框中。



小于或等于接入点的最大支持帧速率的 30% 的 Rx 和 Tx 值显
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实际数据速率较慢。

 轻触信息按钮以显示有关屏幕的快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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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首次发现客户端的时间。
 轻触 Channel Filter （信道过滤器）按钮以显示客户端正在使用的
信道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示所有信道。

按钮以再次显

 轻触 AP Filter （信道过滤器）按钮以显示客户端正在使用的 AP
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有 AP。

按钮以再次显示所

 轻触 Network Filter （网络过滤器）按钮以显示客户端的网络的
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有网络。

按钮以再次显示所

 此图标指示 AP 的安全级别 （即客户端用于连接至 AP/网络的安
全方法）。有关图标的外观如何随安全级别变化的说明，请参见
第 129 页。当正在使用多种安全类型时，会显示多个图标

 此参数随选择的排序关键字变化。这显示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
的客户端的信号电平 （以 dBm 为单位），或显示客户端的使用率。

 信号强度图标提供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客户端信号强度的快
速可视指示。有关改变图标外观的阈值的列表，请参见第 129 页。

正在探测的客户端详情
正在探测的客户端详情如下所示。







图 62. 正在探测的客户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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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次探测到该客户端的时间
 OneTouch 分析仪测得的客户端的信号电平
 客户端正在探测的信道
 客户端正在探测的 SSID
 首次发现客户端的时间
有关其他客户端详情的解释，请参见图 61。
当选择了特定网络、 AP 或客户端时，将显示详情并提供相关的工具。
Wi-Fi TOOLS （Wi-Fi 工具）按钮
出现在屏幕的右下角。请参见
“Wi-Fi 工具” （第 152 页）。

145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信道分析
CHANNEL Analysis （信道分析）选项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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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信道上的 802.11 和非 802.11 使用率的概述，以及每个
信道上发现的 AP 数量。
活动 802.11 信道的可排序列表，带每个信道的摘要信息。请
参见图 63。



信道使用率的图形表示及信道上活动的重要详情。



过滤器按钮，用于分析特定网络、接入点和已关联的客户端的
各个信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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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按钮提供信道概述。信道摘要按钮出现在每个活动信道的下面。
当在信道上发现 AP 时，该信道视为活动。



















图 63. Channel Analysis （信道分析）选项卡

 Channel Overview （信道概述）按钮显示信道数以及每个频段上
的活动 AP。轻触按钮以获取所有信道 （活动和非活动）、接入点、
802.11 流量和非 802.11 流量的图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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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摘要按钮：

 信道编号
 信道的频段
 正在使用该信道的接入点数量
 所有 Wi-Fi 分析屏幕都会显示状态栏。它显示发现的 SSID （网络）、
AP （接入点）和客户端的数量。当扫描信道时，它还会显示信道
编号。

 SORT （排序）按钮上显示当前选定的排序关键字。
 排序按钮让您可以按照以下各项对信道的列表排序：


信道编号



频段



总使用率



AP 数量



客户端数量

 REFRESH （刷新）按钮清除所有 Wi-Fi 结果并重新启动扫描。
 这是信道使用率的图形。如果 802.11 使用率超过 40% 或非 802.11
使用率超过 20%，该条将为黄色。否则，该条将为绿色。

 这是 802.11 和非 802.11 信道使用率的总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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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道概述
轻触 Channel Overview （信道概述）按钮以获取所有信道上的接入
点、 802.11 流量和非 802.11 流量的图形摘要。





图 64. 信道概述

 802.11 使用率显示为蓝色。
 非 802.11 使用率显示为深蓝色。
 每个信道上发现的 AP 数量显示在每个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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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信道详情


轻触信道以显示其详情。



再次轻触信道，以返回信道的摘要视图。



轻触另一信道以显示其详情。一次只显示一个信道的详情。















图 65. Wi-Fi 信道详情

 各个频段中支持的 802.11 媒体类型
 信道频率
 信道编号
 使用率图描绘信道的 802.11 和非 802.11 使用率的趋势。
堆叠式图形的上部用浅蓝色将 802.11 使用率显示为总带宽的百分
比。图形的刻度为 0% 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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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40% 的使用率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或等于 40% 的使用率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可能过高
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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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式图形的下部用深蓝色将非 802.11 使用率显示为总带宽的百
分比。


小于或等于 20% 的非 802.11 使用率值显示在绿色框中。



大于 20% 的非 802.11 使用率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嘈杂
的环境。

 Signal and Noise （信号和噪声）图显示 802.11 信号和噪声的功
率水平。
此图上面的线条 （浅蓝色）按 0 至 -100 dBm 的比例显示信号强
度。显示的值是指从正在利用该信道的 AP 接收的最强信号。


大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强信号。



小于或等于 -65 dBm 的信号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边缘或
弱信号。

该图下面的线条 （深蓝色）显示噪声。


小于或等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绿色框中，指示低噪声
电平。



大于 -90 dBm 的噪声值显示在黄色框中，指示嘈杂的环境。

 轻触信息按钮以显示有关屏幕的快速提示，如用于确定在其中显示
信号电平的框颜色的阈值。

 轻触 Client Filter （客户端过滤器）按钮以显示信道上发现的客户
端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客户端。

按钮以再次显示

 轻触 AP Filter （AP 过滤器）按钮以显示信道上活动的 AP 的摘
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户端。

按钮以再次显示所有客

 轻触 Network Filter （网络过滤器）按钮以显示利用该信道的网
络的摘要。轻触 SHOW ALL （显示所有）
所有客户端。

按钮以再次显示

 信道的总 802.11 和非 802.11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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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工具
当您轻触网络、 AP 或客户端按钮以显示其详情时， Wi-Fi TOOLS
（Wi-Fi 工具）按钮
出现在屏幕的右下角。轻触
按钮以
使用 Wi-Fi 工具。

图 66. Wi-Fi AP 工具屏幕
下表显示您可在网络、 AP 和客户端上使用的 Wi-Fi 工具。
Wi-Fi
详情
按钮

Wi-Fi 工具
姓名

授权

连接
•

网络
AP

•

•

客户端

Wi-Fi 工具按钮不可用于 [隐藏的] 网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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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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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工具
轻触 Name （名称）按钮给 AP 指定自定义名称，以便识别。您的自
定义名称将在所有 OneTouch 分析仪屏幕和报告中为该 AP 显示。

授权状态工具和默认设置
授权状态工具让您可以对网络上的接入点进行分类。一旦给 AP 指定
了授权状态，它就标有授权状态图标。当您显示 AP 列表时，可以快
速轻松地识别网络上的新 AP，包括可能带来安全风险的未授权的 AP。
可用下面两种方法之一设置接入点的授权状态。


当发现 AP 时，其授权状态自动设置为默认状态。可通过主页屏幕
的 TOOLS （工具）菜单配置默认状态。



可通过 Wi-Fi 分析的 TOOLS （工具）菜单更改 AP 的授权状态。

在配置并保存 AP 授权列表之后，可以导出它，然后将它导入另一
OneTouch 分析仪，与配置的配置文件一起使用。

设置默认的 AP 授权状态
每个 AP 的授权状态由图标指示。当发现每个新 AP 时， OneTouch
分析仪给它指定 Unknown （未知） 或 Authorized （已授权）
的默认状态。可设置默认状态如下：
1

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TOOLS （工具）按钮。

2

轻触 Wi-Fi 按钮

3

轻触 Authorized （已授权）
权默认按钮。

或 Unknown （未知）

授

这为所有未指定的 AP 设置状态，并在发现新 AP 时为其设置
状态。如果已给 AP 指定授权状态，则它不受此更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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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AP 的授权状态
要设置 AP 的授权状态：
1

轻触 Wi-Fi ANALYSIS AP （Wi-Fi 分析 AP）选项卡。

2

轻触想要指定授权状态的 AP 的按钮。

3

轻触 Wi-Fi TOOLS （Wi-Fi 工具）按钮
的右下角。

4

轻触 Authorization （授权）按钮。

5

轻触想要给 AP 指定的授权状态。

，其位于屏幕

授权状态选择为：
或
默认值，请参见“设置默认的 AP 授权状态” （第
153 页）。
未授权 - 用于网络上未授权的 AP。这些 AP 可能带来安全
风险。
相邻 - 用于相邻组织拥有和控制的 AP。
已标记 - 给某个 AP 提供可视性。这可能是临时 AP、客户
的 AP 等。
未知 - 用于尚未分类的 AP。
已授权 - 批准在网络上使用的 A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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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储您的授权状态设置，请保存授权配置文件。 请参见
“AP 授权” （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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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授权文件
当您更改一个或多个 AP 的授权状态时，配置文件标有星号，指示配
置文件使用的 ACL （授权控制列表）中有未保存的更改。
在配置 AP 授权列表之后，可以导出它，然后将它导入另一
OneTouch 分析仪，与配置的配置文件一起使用。
要保存授权文件：
1

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TOOLS （工具）按钮。

2

在 File Tools （文件工具）部分下面，轻触 AP Authorization
（AP 授权）。

3

从此屏幕，您可保存和加载授权配置文件。

4

要导入、导出、重命名或删除授权配置文件，请轻触 MANAGE
（管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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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网络上的新 AP
一旦给所有发现的 AP 指定了未知以外的授权状态，且已将授权默
认值设置为未知，就可在新 AP 出现在您的网络上时轻松识别它
们。新 AP 将具有未知
图标。

已授权 AP

未知 AP

相邻的 AP

图 67. AP 授权状态

连接工具
Wi-Fi 连接工具让您可以验证连接至网络和接入点的能力。 RESULTS
（结果）选项卡显示连接的摘要。 LOG （日志）选项卡提供有关连接
过程的详情，在排除连接问题时可能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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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轻触 NETWORK （网络）选项卡上的网络按钮，或轻触 AP 选项
卡上的 AP 按钮。将显示网络或 AP 详情。

2

轻触 Wi-Fi TOOLS （Wi-Fi 工具）

按钮以访问连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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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 AP 上有多个 SSID 可用，或者如果 SSID 有多个信道可用，将
出现一个屏幕，您可在其中进行选择。
多个信道可用于网络

AP 上的多个 SSID

此图标指示当前配置文件包含
网络的安全凭据。

图 68. 连接工具的多个选择。
4

轻触 Connect （连接）按钮以连接网络。或者，如果连接至 AP，
请轻触 Connect （连接）按钮并选择网络以完成到 AP 的连接。
OneTouch 分析仪连接并显示 RESULTS （结果）选项卡，或者如
果它无法连接，它会显示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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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未解析的 [隐藏] SSID 不支持连接测试。如果选择了 [
隐藏]，连接工具将不可用。
SSID 连接结果

AP 连接结果

图 69. 网络和 AP 连接结果
网络和 AP 连接的 RESULTS （结果）选项卡显示网络和 AP、实际的
连接速率、 DHCP 服务器的 IP 地址等。
信号和噪声图形的说明如第 136 页上所示。
SSID RESULTS （SSID 结果）选项卡包括当前连接的漫游统计数据。
漫游自：OneTouch 分析仪之前关联的 AP
漫游时刻：OneTouch 分析仪与当前 AP 关联的时间
连接时间：OneTouch 分析仪连接至当前 AP 之后经过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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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次数：OneTouch 分析仪漫游至新 AP 的次数。


如果您连接至 SSID，您可在支持连接的 SSID 的 AP 之间漫游。



如果您连接至特定 AP，则不会发生漫游。如果您移出 AP 的
范围，连接将丢弃。

使用的配置文件：使用的配置文件显示在屏幕的底部。
5

轻触 LOG （日志）选项卡以显示连接的每个步骤的详细列表。在
排除连接问题时，这非常有用。

图 70. 网络和 AP 连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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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工具
可使用定位功能来查找 AP 和客户端。
在执行定位任务时，应使用定向天线。有关可用附件的列表，请参见
www.flukenetworks.com/onet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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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分析仪的背面拆下支架。

2

将天线固定架卡到分析仪的背面上。定向天线随附天线固定架。

3

将定向天线滑入固定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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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天线连接至外部天线连接器 （请参见第 14 页）。 OneTouch 分
析仪自动检测天线的存在，外部天线图标
RESULTS （定位结果）屏幕上。

将显示在 Locate

GVO014.EPS

图 71. 定向天线固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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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轻触 Locate （定位）按钮。

W注意
为避免事故，请在移动时注意到了哪里。仅当静止时
才观察信号强度。
6

当您移近 AP 或客户端时，信号强度通常会增加，当您移得更远时
会降低。您可以关闭 Sound （声音）以安静地定位客户端或 AP。

注意
仅当处于定位模式时，才会激活外部天线。定位为只
接收模式；OneTouch 分析仪不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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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定位屏幕

 授权状态图标如第 154 页上所述。
 高水位线显示自测试开始以来最强的信号。
 显示一分钟的数据
 此图标指示是在定位 AP 还是客户端。
 信号强度条基于信号强度增长或收缩。它根据第 129 页上显示的
信号强度阈值更改颜色。如果信号丢失，信号条变灰。

 您可以关闭 Sound （声音）以安静地定位 AP 或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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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主页屏幕上的 TOOLS （工具）图标
屏幕。

以访问 TOOLS （工具）

图 73. 工具屏幕

测试设置
可通过 TOOLS （工具）屏幕配置以下测试设置。请参考下列各页。
“有线” （第 166 页）
“Wi-Fi” （第 169 页）
“SNMP” （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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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还包括：
“查看或更改分析仪的 MAC 地址” （第 167 页）

有线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按钮以访问有线设置。

，然后轻触 Wired （有线）

速度和双工
选择链路速度和双工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荐使用 Auto （自动
协商）。但是，如果需要，您可以强制速度和双工设置。
PoE （以太网供电）
请参见“PoE 测试” （第 61 页）。
802.1X
轻触 802.1X 按钮以打开 SECURITY （安全）屏幕。通过将 Enable
（启用）设置为 On （开），启用 802.1X 认证。
EAP - 选择对您的认证服务器合适的 EAP 类型。输入用户名 （登录名）
和密码。
替代 ID - 在建立专用连接时，替代 ID 可与某些 EAP 方法一起使用，以
用纯文本发送空的或匿名身份。一旦建立隐私， OneTouch 分析仪就在
安全隧道内发送真实的身份 （使用 User （用户）和 Password （密码）
按钮指定的）。替代 ID 与 Microsoft Windows 身份隐私类似。
替代 ID 还可用于路由至另一域中的认证服务器。在这种情况下，替代 ID
可采用 anonymous@MyCompany.com 或 /MyCompany/anonymous
的形式。
证书 - TLS EAP 类型需要证书进行认证。必须将证书加载在 OneTouch
分析仪上的 /internal/Certificates 目录中。请参见第 9 章： “管理文
件” （从第191 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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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ADDRESS （地址）屏幕上的选项影响 User Test RESULTS （用户测试
结果）屏幕上的各列。始终显示有线 IPv4 测试结果。如果如下所述启
用了 IPv6，将显示有线 IPv6 结果。
IPv4 - 始终启用了分析仪的有线 IPv4 地址。轻触 IPv4 地址按钮以使用
静态 IP 地址配置 OneTouch 分析仪，或选择 DHCP。选择对您的网络
合适的设置。
IPv6 - 当您启用分析仪的 IPv6 地址时，在运行 AutoTest （自动测试）
时， OneTouch 分析仪会链接并获取 IPv6 地址，且 IPv6 结果会包括
在所有 User Test RESULTS （用户测试结果）屏幕中。
MAC 地址 - 如果正在测试的网络具有访问控制列表 (ACL)，您可以更
改分析仪的网络端口的 MAC 地址以与允许的 MAC 匹配。选择当前不
在网络上的设备的 MAC 地址。
查看或更改分析仪的 MAC 地址
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MAC 访问列表，则需要查看分析仪的 MAC 地址并
将它添加至访问列表。
要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以便远程查看或进行远程文件访问，您将
需要知道管理端口的 IP 地址。
以太网端口 A MAC 地址
要查看或更改正在测试的网络的端口 MAC 地址：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轻触 Wired （有线）按钮。

3

轻触 Address （地址）按钮。

4

轻触 User MAC On （用户 MAC 打开）按钮。

5

轻触 User MAC Address （用户 MAC 地址）按钮并输入想要的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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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端口 MAC 地址
可查看管理端口 MAC 地址，但无法更改它。
要查看管理端口 MAC 地址：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动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Management Port （管理端口）按钮。

Wi-Fi 适配器 MAC 地址
要查看或更改 Wi-Fi 适配器 MAC 地址：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轻触 Wi-Fi 按钮。

3

将 Enable Wi-Fi （启用 Wi-Fi）设置为 On （开）。

4

轻触 Address （地址）按钮。

5

轻触 User MAC On （用户 MAC 打开）按钮。

6

轻触 User MAC Address （用户 MAC 地址）按钮并输入想要的
地址。

VLAN
要使 OneTouch 分析仪成为 VLAN 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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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轻触 VLAN 按钮。

2

将 Tag （标签）设置为 On （开）。

3

轻触 ID 按钮并输入 VLAN ID。

4

轻触 Priority （优先级）按钮并选择优先级。这将设置 OneTouch
分析仪发送的所有数据包的报头中的优先级字段。它对接收的数
据包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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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请参见“建立 Wi-Fi 连接” （第 37 页）。

SNMP
请参见“SNMP” （第 82 页）。

测试工具
TOOLS （工具）屏幕上提供下列测试工具。

捕获
请参见第 8 章 ，“捕获”。

浏览器和 Telnet/SSH
OneTouch 分析仪的 Web 浏览器和 SSH 让您可以执行任务，如验证和更
改交换机配置，访问网上的技术信息以及帮助台门户中处理完的故障单。
1

将以太网电缆从 OneTouch 分析仪的管理端口连接至您的网络。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3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轻触 Browser （浏览器）或
Telnet/SSH。

。

浏览器
1

使用 Web Server （Web 服务器）按钮以指定目标服务器。

2

使用 Proxy （代理）按钮以指定将通过其建立连接的服务器。

3

将 Mobile （移动）设置为 On （开），以向 Web 服务器报告您在移
动设备上。如果可用，您将收到为较小的移动设备屏幕格式化的内容。

4

轻触 LAUNCH （启动）按钮以启动浏览器。

将您的手指扫过显示屏以滚动网页。
轻触文本输入区以显示触摸屏键盘。
浏览器不支持 Flash 或 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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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net/SSH
1

使用 Server （服务器）按钮并指定目标。

2

在 Protocol （协议）按钮上，选择 SSH。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4

轻触 LAUNCH （启动）按钮以开始会话。 OneTouch 分析仪开始
Telnet 或 SSH 会话 （无论目标设备支持哪一种）。

使用屏幕上的键盘输入您的命令。
要结束会话，请轻触返回按钮

。

音频发生器
音频发生器可帮助您定位铜网络电缆。
OneTouch 分析仪在电缆中创建信号。然后将探头放在附近的电缆上，
直到您识别带音频的电缆。 OneTouch 分析仪可产生与几乎所有电缆
音频探头兼容的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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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轻触 Toner （音频发生器）。

3

轻触 Mode （方式）按钮。

4

选择与您的探头兼容的音频模式。选择为 Intellitone、 Analog
400 Hz （模拟 400 Hz）和 Analog 1000 Hz （模拟 1000 Hz）。
当您选择模式时，上一屏幕出现。

5

轻触 START （开始）按钮以开始发出音频。进度轮出现在
OneTouch 分析仪的屏幕上，指示正在发出音频。

6

使用探头测试怀疑的电缆，直到找到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的
电缆。有关详情，请参见音频探头手册。

7

定位到电缆时，轻触 STOP （停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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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端口
闪烁端口是查找交换机上连接铜缆或光纤的交换机端口。当激活时，
OneTouch 分析仪重复链接和断开链接，导致交换机的链路指示灯闪
烁打开和关闭。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向下滚并轻触 Flash Port
（闪烁端口）。

3

轻触 Rate （速率）按钮。

4

选择您想要 OneTouch 分析仪链接到端口和从端口断开链接的
速率。

5

观察交换机上的链路指示灯。查找以所选速率 （一秒、二秒或
三秒）闪烁打开和关闭的指示灯。

6

轻触 STOP （停止）按钮以结束测试。

FiberInspector
可选的 DI-1000 视频探头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上的 USB-A 端口。
探头可以查看光纤连接器端面上的污垢、刮痕以及其他可导致光纤网
络中令人不满意的性能或故障的缺陷。
1

将 FiberInspector 连接至分析仪的 USB-A 连接器。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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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向下滚并轻触
FiberInspector/WebCam （FiberInspector/WebCam/网络摄像机）。
来自摄像机的图像出现在 OneTouch 分析仪的屏幕上。

轻触以退出

显示是否连接了
摄像机

保存静止图像

图 74. 端面的 FiberInspector 图像
4

要调节焦距，请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探头上的旋钮。

注意
与分析仪一起使用探头时， DI-1000 探头上的按钮不
起作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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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 Save （保存）按钮以保存屏幕图像。屏幕上的图像暂停 （它
变为静止）。图像用 .PNG 格式保存到 /internal/screens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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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刻度
1

要显示刻度，请轻触

，然后轻触 SCALE ON （刻度打开）。

2

将线芯的图像拖到屏幕的中央。

3

要更改光纤芯测量环的大小，请轻触 NEXT SCALE （下一个刻度）。

图 75. 带测量刻度的 FiberInspector 图像
（具有 50 m 芯的光纤，如图所示）

注意
要查看测量轴和芯刻度的按钮以及更改屏幕的放大倍
以将屏幕置于静止模式。
数，务必首先轻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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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弧形、水平和垂直刻度测量光纤芯和包层的尺寸。也可
以测量微粒、刮痕以及其他断面缺陷的尺寸。

外部，蓝色环：250 m 包层


中间，绿色环：120 m 和 130 m



内部，黄色环：25 m 和 62.5m （要更改大小，请轻触
NEXT SCALE （下一个刻度））

要调节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请轻触
块。要隐藏控件，请再次轻触 。

，然后移动控件上的条

触摸屏手势
使用捏合手势进行缩小。
使用撑开手势进行放大。
使用双击手势将图像放在屏幕上的中央并将缩放重置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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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摄像机和远程视图
网络技术人员可以将网络摄像机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并与同事共
享它的实时图像。
技术人员可以在与远程同事交谈时，共享其布线柜中的网络组件实时
视图。
1

将网络摄像机连接至分析仪的 USB-A 连接器。

2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3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向下滚并轻触
FiberInspector/WebCam （FiberInspector/WebCam/网络摄像
机）。来自摄像机的图像出现在 OneTouch 分析仪的屏幕上。

4

让远程同事通过 Web 浏览器建立到 OneTouch 分析仪的远程连
接 （如第 196 页上所述）。分析仪的浏览器控制主页屏幕出现在
同事的浏览器中。

5

让远程同事选择“远程控制”。网络摄像机图像出现在同事的浏览
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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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工具
TOOLS （工具）屏幕上提供下列文件工具。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5 章： “配置文件” （从第119 页开始）。

AP 授权
请参见“保存授权文件” （第 155 页）。

报告
OneTouch 分析仪可创建 PDF 格式的综合报告，显示分析仪设置和网
络基础设施测试、用户测试、发现的设备和 Wi-Fi 分析存量的结果。
可以在网络正常工作时保存报告，并在网络遇到问题时将它用作故障
排除参考。
要创建报告：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File Tools （文件工具）部分，并轻触 Reports （报告）。

3

轻触 Save （保存）按钮。

4

如果需要，更改文件名，然后轻触 DONE （完成）按钮。

报告用 PDF 格式保存到分析仪的 /internal/Reports 目录。可以访问文
件，如第 9 章： “管理文件” （从第191 页开始）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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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
保存屏幕图像
可以用如下方法获取 OneTouch 分析仪显示屏的屏幕截图：

 轻触屏幕右上角的 OneTouch AT 文本。

轻触这里

 轻触 Save Screen （保存屏幕）。 SCREEN FILENAME （屏幕文件
名）屏幕出现。

 名称字段中填充了屏幕名称，其包括屏幕截图的日期和时间。您可
选择使用屏幕上的键盘编辑默认名称或输入新名称。

 当对屏幕文件名满意时，轻触 DONE （完成）按钮。屏幕已保存。
导入、导出、重命名或删除屏幕图像
可使用 SCREENS （屏幕）工具查看先前保存的 OneTouch 屏幕。可
使用 MANAGE SCREENS （管理屏幕）工具管理 （导入、导出、重命
名或删除）先前保存的 OneTouch 屏幕。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File Tools （文件工具）部分，并轻触 Screens （屏幕）。
SCREENS （屏幕）工具出现。

3

轻触屏幕文件，然后轻触 VIEW （查看）按钮以在 OneTouch 分
析仪上查看它。

4

要导入、导出、删除或重命名屏幕，请轻触 MANAGE （管理）
按钮，然后轻触您想要管理的屏幕文件。

5

轻触管理按钮 （DELETE （删除）、 RENAME （重命名）、
EXPORT （导出）或 IMPORT （导入））并完成操作。当使用
EXPORT （导出）或 IMPORT （导入）时，您可轻触以浏览显示
的目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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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
要显示软件和硬件版本信息：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Version
Information （版本信息）。将显示模块和平台序列号、版本号和
硬件版本。

管理端口
管理端口为 RJ-45 以太网端口，其位于 OneTouch 分析仪的左侧。
当连接至网络时，管理端口会自动链接。不必轻触 AutoTest （自动
测试）按钮来使管理端口链接。
OneTouch 分析仪的管理端口可用于：


通过 Web 浏览器远程查看和控制 OneTouch 分析仪



通过 Web 浏览器或 FTP 访问 OneTouch 用户文件系统



使用内置 Telnet 和 SSH 工具验证和更改交换机配置



使用内置 Web 浏览器访问网络上的技术信息

要配置管理端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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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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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Management Port （管理端口）。将显示管理端口屏幕。

地址控制 （DHCP 或静态）
地址控制可设置为 DHCP 或 Static （静态）。当设置为 DHCP 时，
OneTouch 分析仪从 DHCP 服务器获取其 IP 地址、子网掩码等。
如果分析仪已通过 DHCP 获得 IP 地址，且您后来将地址控制切换为
Static （静态），则当前配置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等将保持不变，直
到您更改它。
为 OneTouch 分析仪设置静态 IP 地址可简化远程连接至它的过程，因
为该 IP 地址将始终相同。当您无法走到 OneTouch 分析仪那里并查看
Management Port （管理端口）屏幕时，这非常方便。
如果网络管理员需要为 OneTouch 分析仪保留 IP 地址，您将需要提供
分析仪的 MAC 地址给管理员。请参见“查看或更改分析仪的 MAC 地
址” （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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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状态
此屏幕显示电池的状态。

如果未连接交流适配器，剩余时间指
示剩余的电池工作时间。

如果连接了交流适配器，剩余时间指
示充满电所需的估计时间。

图 76. 电池状态屏幕

语言
请参见“设置语言” （第 6 页）。

日期/时间
请参见“日期/时间” （第 28 页）。

编号
请参见“数字格式” （第 28 页）。

长度
请参见“长度测量单位” （第 29 页）。

超时期间
请参见“超时时间段 （断电和背光）” （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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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听音频
可以启用或禁用系统启动、按钮按下和系统关机时发出的声音。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

3

在 Audible Tone （可听音频）面板中，轻触 On （开）或 Off （关）。

电力线路频率
4

请参见“电源线频率” （第 29 页）。

显示屏亮度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Display （显示）。

3

移动黄色条以选择所需的亮度。

4

轻触 DONE （完成）按钮。

注意
当 OneTouch 分析仪用电池电力工作时，增加显示屏
亮度会消耗更多电力，从而减少运行时间。

软件更新
为防止在软件更新期间因失去电力导致的问题，请用交流适配器向
OneTouch 分析仪供电。
要更新软件，请从 www.flukenetworks.com 下载新的软件映像文
件。可从 USB 闪存驱动器和 SD 卡安装新的软件映像文件。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Software Update （软件更新）。

3

浏览至您保存新的软件映像文件的目录，然后选择该文件。

4

选择 OK （确定）按钮。

5

选择 YES （是）以安装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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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安装新文件，然后分析仪将重新启动。该过程将花费几分钟。

选项
如果您未购买启用了所有选项的 OneTouch 分析仪，可在以后购买并
激活选项。
输入选项的产品密钥以激活新选项。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

3

轻触 Options （选项）。

4

输入产品密钥。可能要求您通过关闭再打开分析仪的电源来重新
启动分析仪。

导出日志
如果您想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中心，可能要求您将分析仪中的日志文
件发送给客户服务代表。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

3

轻触 Export Logs （导出日志）。

4

确保 SD 卡已插入分析仪中。

5

轻触 OK （确定）将日志文件导出到 SD 卡。

出厂默认设置
可以删除 OneTouch 分析仪中的所有文件 （配置文件、认证凭据、测
试结果、捕获的文件、屏幕截图、报告等），然后恢复所有出厂默认
设置 （数字格式、长度单位、背光和关机超时期间等）。 SD 卡上存储
的数据不会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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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

2

向下滚至 Maintenance Tools （维护工具）部分，并轻触 Factory
Defaults （出厂默认设置）。

3

轻触 YES （是）按钮以清除 OneTouch 分析仪存储的数据，并恢
复出厂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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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产品时可以包含捕获选项，或者单独购买该选项。更多购买信息
请参见 www.flukenetworks.com。
捕获功能是一个以数据包形式记录网络流量的过程。 OneTouch 分析
仪会将流量保存到 SD 卡上的一个捕获文件中。捕获文件以 pcap 格式
保存，数据帧标以 1 ns 分辨率的时戳。捕获文件可以用 ClearSight 分
析仪或其他的捕获软件进行分析。
捕获及其分析可用于：


分析网络问题



调试客户端/服务器的通信



跟踪应用程序和内容



确保用户遵守管理政策



检验网络安全性

捕获方式有三种：仅端口 A、端口 A 和 B 或内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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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端口 A （单端捕获）
在单端捕获中， OneTouch 分析仪在其端口 A 捕获流量。进行单端捕
获时， OneTouch 分析仪通常连接到一个 SPAN 端口、镜像端口或
TAP 端口。

流量
SPAN 端口

图 77. 单端捕获

端口 A 和 B
OneTouch 可以同时从端口 A 和 B 捕获流量。在端口 A 和 B 捕获时，
是同时在两个端口上捕获流量，而不是在二者之间进行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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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联捕获
进行内联捕获时， OneTouch 分析仪可以捕获两个端口之间的流量。
将 OneTouch 分析仪插入链路中，使链路的一侧连接到 OneTouch 分
析仪的端口 A，另一侧连接到端口 B。

流量
设备或网络

设备或网络

图 78. 内联捕获
执行某些任务时，比如调试端点 （如个人电脑、电话、相机灯）与网
络之间的通信问题时，优选这种连接方式。



使用内联捕获时，流经 PoE （如果存在）。
所有流量都流经两个端口，而与您设置的过滤器无关。请参见
“过滤器” （第 186 页）。

捕获速度和丢帧
注意
此处“包”和“帧”替换使用，尽管一个数据帧实际
上是一个包封的数据包。
捕获性能取决于帧大小和信号的突发性以及 SD 卡的写入速度。您可
以使用一个“过滤器”或“切片大小”来减少丢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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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过滤器可以让您只抓取感兴趣的包。比如，您可以创建一个过滤器，
只抓取与特定应用有关的包 （依据 IP 地址和端口编号）。或者您可以
创建一个过滤器，只抓取向特定服务器或客户端发送和接收的包。通
过设置捕获过滤功能，您可以确保充分捕获所有的目标数据包。
如果出现丢包，丢包数会显示在 RESULTS （结果）屏幕上。
SD 卡
所提供的 SD 卡用于实现最佳性能。使用其他类型的 SD 卡可能会降低
写入性能，并增加丢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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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捕获
要设置捕获：
1

在主页屏幕上，触按 TOOLS （工具）

。

2

在 Testing Tools （测试工具）部分，轻按 Capture （捕获）。

3

设置下列段落所示的选项。

连接
选择“仅端口 A” （见第 184 页）、“端口 A 和 B” （见第 184 页）
或“内联” （第 185 页）。
文件大小限制和帧切片大小
文件大小限制可以让您限制数据的捕获量。超过所选文件大小之前，
会停止捕获。
文件大小限制：OneTouch 分析仪可在每个捕获文件中存储多达 2 GB
的流量。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个更小的文件大小。
帧切片大小：帧切片大小控件可以限制每个包捕获多少数据。如果您
选择 64 B，将会捕获每个包的前 64 个字节。如果您对数据包的报头
感兴趣，但不需要看到所有的有效负载数据，可以选择该设置。
端口 A 过滤器和端口 B 过滤器
您可以用过滤器只捕获感兴趣的数据包。
可以为端口 A 和端口 B 接收的数据包设置独立的过滤器。
设置一个数据包过滤器
从捕获屏幕上轻按 Filter （过滤器） 按钮，为端口 A 或端口 B 设置一
个过滤器。
MAC：当您输入一个主机的 MAC 地址时，只会捕获含有 MAC 源地
址或目标地址的数据包。
VLAN：当您输入一个 VLAN 编号时，只会捕获标有特定 VLAN 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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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当您输入一个主机的 IP 地址时，只会捕获进出该主机的流量。只
能指定一个 IPv4 地址。
端口：当您指定一个端口编号时，只会捕获进出特定 UDP 或 TCP 端
口的流量。比如，为了只捕获 HTTP 流量，需要指定端口 80。
NOT：轻按 On （开）可以重新调整您的过滤器选择。如果您已经选择
了多个过滤器， NOT 功能将会给出与过滤器综合结果相反的选择。比
如，如果您设置了一个过滤器来捕获端口 80 上进出 10.250.0.70 的流
量，并且选择了 NOT，则会捕获除了端口 80 上进出 10.250.0.70 之
外的所有流量。
IPv6：轻按 On （开）可以排除非 IPv6 流量。只捕获 IPv6 流量。
过滤器执行逻辑与操作。
当您设置了多个过滤器时，您选择的过滤器会执行逻辑与操作。
比如，如果您输入一个 10.250.0.70 IP 地址过滤器和一个 80 端口过滤
器，只会捕获进出端口 80 和地址 10.250.0.70 的数据包。请参见图 79。

- 设置链接上通过的所有帧，未过滤
6HWRIDOOIUDPHVJRLQJDFURVVWKHOLQNXQILOWHUHG

2QO\

IP
过滤器 =
,3)LOWHU
10.250.0.70


只捕获进出端口
IUDPHVJRLQJ
80 上地址
WRDQGIURP
10.250.0.70 的

数据帧

端口过滤器 
3RUW)LOWHU
= 80


RQ3RUW
DUHFDSWXUHG

图 79. 捕获过滤器 - 逻辑与操作

188

第 8 章：捕获
设置捕获

启动捕获
1

轻按 START CAPTURE （启动捕获）按钮。随后显示 CAPTURE
FILENAME （捕获文件名）屏幕。

默认情况下，捕获文件名的格式如下：
capture–<date>–<time>.cap
2

您可以利用键盘根据需要更改捕获文件名。

3

轻按 DONE （完成）按钮。开始捕获文件。

随着捕获过程的进行，会显示端口 A 和 B 的单播、广播和多播帧的计
数。并会显示捕获帧总数以及丢帧数。

文件大小实时
更新

文件名

可用内存
指示器

图 80. 捕获结果
SD 卡指示栏能够让您快速查看 SD 存储卡上可用的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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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捕获
终止捕获：


达到最大文件大小 （在 Limits （限制） 中设置）时；



存储卡已满时；
或者轻按 STOP CAPTURE （停止捕获）按钮时。



注意
在“开始捕获”(START CAPTURE) 按钮重新出现之
前，切勿从 OneTouch 分析仪上卸载 SD 卡。如果不
等待“开始捕获”(START CAPTURE) 按钮重新出现，
可能导致 SD 卡的数据丢失或损坏。

管理捕获文件
捕获的文件以 .cap 格式存储在 SD 卡上。您可以按下列方式查看捕获
文件列表：
1

停止捕获之后，轻按返回按钮

。

2

轻按 Capture Files （捕获文件）按钮

。

随后显示捕获文件列表。您可以使用屏幕底部的按钮来删除或重命名
捕获文件。
将捕获文件移动到个人电脑时，首先弹出 SD 卡，然后插入个人电脑
中。或者请参见“管理文件” （第 191 页）。

分析捕获文件
您可以利用 Fluke Networks ClearSight 分析仪软件或其他的协议分
析软件来分析个人电脑上的捕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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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管理下列类型的文件：


配置文件



AP 授权 （授权控制列表/ACL）



报告



屏幕



证书



捕获

可使用内置文件管理器管理配置文件、 AP 授权列表、报告和屏幕。文
件管理操作包括加载、查看、导入、导出、重命名或删除文件。
可使用有线 802.1X 设置对话加载证书。请参见第 166 页。
可使用捕获工具管理捕获。请参见第 190 页。

使用内置文件管理器
要使用内置文件管理器管理文件：
1

在主页屏幕上，轻触 TOOLS （工具）

2

向下滚至 File Tools （文件工具）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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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您要管理的文件类型，轻触 Profiles （配置文件）、 AP
Authorization （AP 授权）、 Reports （报告）或 Screens （屏
幕）。将出现相应的文件管理器屏幕。下图显示四种文件管理器
屏幕中的每一个。

图 81. 四种文件管理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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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节描述一个或多个文件管理器屏幕上可用的按钮。
保存
SAVE （保存）按钮保存当前的配置文件、 AP 授权列表或报告。
当您轻触 SAVE （保存）按钮时，将显示 SAVE AS （另存为）屏幕。

图 82. SAVE AS （另存为）屏幕
您可以轻触 DONE （完成）按钮用建议的文件名保存文件，或者可以
使用键盘更改名称。
查看
REPORTS （报告）文件管理器和 SCREENS （屏幕）文件管理器中提
供 VIEW （查看）按钮。
加载
PROFILES （配置文件）文件管理器和 AP AUTHORIZATION （AP 授
权）文件管理器中提供 LOAD （加载）按钮。
当您轻触 LOAD （加载）按钮时，当前的配置文件或 AP 授权列表会
被您加载的内容替换。因此，请考虑保存当前的配置文件或 AP 授权
列表，然后再轻触 LOAD （加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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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加载）按钮将突出显示的配置文件或 AP 授权列表投入使用。
可以修改并使用相同名称或另一名称重新保存加载的配置文件或 AP
授权列表。修改了配置文件之后，其在快捷方式栏中的名称之后会出
现星号。请参见第 20 页上的“快捷方式栏”和“配置文件名称”。
管理
轻触 MANAGE （管理）按钮以打开 MANAGE PROFILES （管理配置
文件）屏幕、 MANAGE ACLS （管理 ACLS）屏幕、 MANAGE REPORTS
（管理报告）屏幕或 MANAGE SCREENS （管理屏幕）屏幕。
最初，出现在 MANAGE （管理）屏幕底部的唯一按钮是 IMPORT
（导入）按钮。当您轻触列表中的文件时， DELETE （删除）、 RENAME
（重命名）和 EXPORT （导出）按钮会出现，如下所示。

轻触文件名以启用
管理选项。

图 83. 管理配置文件屏幕
配置文件、 AP 授权列表、报告和屏幕在 OneTouch 分析仪的内存中
具有各自的目录。每个文件管理器在其各自的目录中打开。
删除
DELETE （删除）永久地从列表和内存中删除文件。必须轻触 MANAGE
（管理）按钮并选择列表中的文件以使 DELETE （删除）按钮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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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
RENAME （重命名）让您可以更改配置文件、 AP 授权列表、报告或
屏幕的名称。必须轻触 MANAGE （管理）按钮并选择列表中的文件
以使 RENAME （重命名）按钮可用。
使用内置文件管理器无法更改文件的扩展名。即使您更改了
LabNetwork.profile 文件的名称，它也会保留 .profile 扩展名。
使用任何文件管理工具均无法更改文件的扩展名。
导出
EXPORT （导出）让您可以将文件的副本保存到内存、 SD 卡或 USB
闪存驱动器。 SD 卡必须插入 OneTouch 分析仪或者 USB 闪存驱动器
必须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然后才可轻触 EXPORT （导出）按
钮，因为仅当轻触了该按钮，才会更新 EXPORT （导出）屏幕。当您
轻触 EXPORT （导出）按钮时，将显示可导航的文件树。

轻触以打开文件夹

轻触以上升一层

图 84. 文件管理器 - 导出文件树
浏览至所需位置，然后轻触 OK （确定）按钮以保存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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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
要导入配置文件、 AP 授权列表、报告或屏幕：
1

将要导入的文件放在 SD 卡或 USB 闪存驱动器上。

2

插入 SD 卡或将内存驱动器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

3

在文件管理器中，轻触 MANAGE （管理）按钮。

4

轻触 IMPORT （导入）按钮。

5

浏览至要导入的文件并轻触它。

6

轻触 OK （确定）按钮。

文件被导入。
请注意，如果文件没有正确的扩展名，它不会出现在文件管理器的文
件列表中。
配置文件必须具有 .profile 扩展名，
AP 授权列表必须具有 .acl 扩展名，
报告必须具有 .pdf 扩展名，且 
屏幕必须具有 .png 扩展名才会显示在文件列表中。您可导入其他文件
类型，但它们不会显示在文件管理器的文件列表中。

远程控制和文件访问 - 管理端口
当通过其管理端口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时，您可以查看和控制
OneTouch 分析仪，或者可以访问其用户文件系统。
要通过管理端口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
1

196

获取管理端口的 IP 地址，如第 178 页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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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 Web 浏览器并在地址字段中输入分析仪的 IP 地址。分析仪
的 Web 服务器主页屏幕将显示在您的浏览器中。

图 85. Web 浏览器正显示 OneTouch 浏览器主页

快捷方式栏中的这个图标指示已建立远程连接。

197

OneTouch AT
用户手册

远程控制
选择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从您的 Web 浏览器查看和控制
OneTouch 分析仪。

图 86. OneTouch 分析仪远程控制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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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下箭头在 TOOLS （工具）和 Wi-Fi ANALYSIS （Wi-Fi 分
析）屏幕之类的屏幕上滚动。



使用您的指向设备 （鼠标、触摸屏等）轻触 （选择）项目。



如果在您连接时另一用户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将终止您的
远程会话。 OneTouch 分析仪不支持并发远程用户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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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文件访问
执行上面的第 1 步和第 2 步，然后选择文件以远程访问分析仪的文件
系统。您可浏览目录并下载文件。使用这种远程文件访问的方法无法
移动或删除文件。

图 87. OneTouch 分析仪远程文件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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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TP 管理文件
可使用 FTP 客户端对 OneTouch 分析仪用户文件执行文件操作。使用
匿名登录进行连接。

SD 卡
要使用 SD 卡管理文件，请将它插入 OneTouch 分析仪。请参见第 13
页上的“SD 卡插槽”。 OneTouch 分析仪支持外部媒体上的 FAT 和
FAT32 文件系统。

USB 闪存驱动器
要使用 USB 闪存驱动器管理文件，请将它连接至 OneTouch 分析仪。
请参见第 12 页上的“USB-A 连接器”。 OneTouch 分析仪支持外部
媒体上的 FAT 和 FAT32 文件系统。

映射网络驱动器
OneTouch AT 支持将其用户文件系统集成到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
作为网络驱动器。
下列说明解释了如何从 Windows 7 计算机映射至分析仪的用户文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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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 Windows 7 按钮。

2

右键单击 Computer （计算机）。

3

选择 Map network drive... （映射网络驱动器...）。

4

在 Map Network Drive （映射网络驱动器）对话中，选择可用的
驱动器字母。

5

输入到您的 OneTouch 的路径。例如： http://10.250.50.4/files

第 9 章：管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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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计算机通过分析仪的管理端口与分析仪通信。务必输
入管理端口的 IP 地址，且不是其他分析仪 IP 地址之
一。要查看管理端口地址，请选择主页屏幕上的
OneTouch AT 图标。
如果计算机与 OneTouch 之间没有代理服务器，在使用网络驱动器时
可能遇到延迟。 Microsoft 已将这个问题和解决方案记录在：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445570
OneTouch 分析仪的用户文件系统将安装作为网络驱动器。您可浏览
文件结构并对用户文件执行文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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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警告X
为防止可能的起火、电击、人员伤害或分析仪损坏：


电池是仅有的用户可维护组件。除了更换电池之外，
请勿打开外壳。



仅使用 Fluke Networks 批准的备用零部件。



仅使用 Fluke Networks 批准的维修中心。

清洁分析仪
要清洁触摸屏，请关闭分析仪，然后使用沾有酒精或温和清洁剂溶液
的不含纤维屑的软布。
要清洁外壳，请使用沾有酒精或温和清洁剂溶液的软布。

W注意
为防止损坏触摸屏，请勿使用研磨剂材料。
要防止损坏壳体，请勿使用溶剂或研磨剂材料。

延长电池寿命
要延长电池在需要更换之前提供满意工作的时间量：


经常给电池充电。请勿让电池完全放电。



请勿将电池保存在较热的区域。



将电池充电至大约 50% 满，然后再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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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分析仪


将电池充电至大约 50% 满，然后再长期存放分析仪或备用电池。
电池放电速率为每个月 5 % 至 10 %。每隔 4 个月检查电池一次，
必要时进行充电。



存放期间分析仪始终连接电池。如果取下电池大约超过 24 小时，
分析仪不会保持正确的时间和日期。
有关存放温度，请参见 “环境和法规规格” （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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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和安装电池
1

关闭分析仪。

2

断开交流适配器。

3

更换电池，如图 88中所示。

只使用 Fluke Networks 电池，型号 TFS-BAT。

注意
如果取出电池且未连接交流电源适配器，时钟将保留
当前日期和时间至少 24 小时。

GPU003.EPS

图 88. 取下和安装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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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法规规格
工作温度1

32°F 至 122°F （0°C 至 50°C）

存储温度

-40°F 至 160°F （-40°C 至 71°C）

相对工作湿度
（无冷凝时的相对湿度）

32°F 至 122°F （0°C 至 50°C）时为 5% 至 45%
32°F 至 104°F （0°C 至 40°C）时为 5% 至 75%
32°F 至 86°F （0°C 至 30°C）时为 5% 至 95%

撞击与振动

符合 3 类设备的 MIL-PRF-28800F 要求

安全性

CAN/CSA-C22.2 编号 61010-1-04

2

IEC 61010-1:2001
工作海拔

13,123 英尺 （4,000 米）
使用交流适配器时 10,500 英尺 （3,200 米）

存储海拔

39,370 英尺 （12,000 米）

污染程度

2

EMC

EN 61326-1:2006

1

若电池温度超出 32°F 至 104°F （0°C 至 40°C）的范围，则电池无法充电。

2

请勿把电池置于低于 -4°F (-20°C) 或高于 122°F (50°C) 的温度中一周以上。如果保存
在此温度下，电池容量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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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缆
线缆类型

100  非屏蔽双绞线 (UTP) LAN 线缆。
100  屏蔽或屏蔽双绞线 (SeTP) LAN 线缆。
TIA 3、 4、 5、 5e 和 6 类。 ISO C、 D、 E 和 F 类。

线缆长度测量

可测量的线缆长度为 3 英尺 （1 米）至 656 英尺
（200 米）。
精确度：± 6 英尺 （± 2 米）或 5% （取较大者）。
对于 CAT 5e 线缆，长度测量基于额定传播速率 (NVP)。

网络端口
网络分析端口

两个 RJ-45 10/100/1000BASE-T 以太网
两个小型可插拔 (SFP) 100BASE-FX/1000BASE-X 以太网

不可与电话网络
连接

OneTouch AT 分析仪没有设计为与电话网络相连接。
OneTouch AT 分析仪没有设计为与 ISDN 线相连接。
请勿与电话网络或 ISDN 线相连接，除非通过监管机构的
兼容的计算机网络调制解调器设备。

支持的网络标准
IEEE 10BASE-T
IEEE 100BASE-T
IEEE 1000BASE-T
IEEE 100BASE-FX
IEEE 1000BASE-X

使用的 RFC 和标准 MIB：1213、 1231、 1239、 1285、
1493、 1512、 1513、 1643、 1757、 1759、 2021、
2108、 2115、 2127、 2233、 2495、 2515、 2558、
2618、2737、2790、2819、3592、3895、3896、4188
和 4502。

SFP 适配器
OneTouch AT 分析仪支持 100BASE-FX 和 1000BASE-X SFP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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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天线
内部 Wi-Fi 天线

三个内置 2.4 GHz、1.1 dBi 峰值、5 GHz 和 3.2 dBi
峰值天线。

外置定向天线

天线，频率范围 2.4 - 2.5 以及 4.9 - 5.9 GHz。
最小增益 5.0 dBi 峰值， 2.4 GHz 频段，以及 
7.0 dBi 峰值， 5 GHz 频段。

外置天线连接器1

反接 SMA

1

*外置天线端口为仅接收 （不发射）。

Wi-Fi 适配器
数据传输速率

802.11a：6/9/12/24/36/48/54 Mbps
802.11b: 1/2/5.5/11 Mbps
802.11g：6/9/12/24/36/48/54 Mbps
802.11n (20 MHz)：MCS0-23，高达 216 Mbps
802.11n (40 MHz)：MCS0-23，高达 450 Mbps

工作频率

2.412 ~ 2.484 GHz （工业科学医用频段）
5.170 ~ 5.825 GHz

安全性

64/128 位 WEP 密钥， WPA、 WPA2、 80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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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输出
功率1
（公差：
±2.0 dBm）

802.11a：12 dBm ± 2 dBm @ 54 Mbps
802.11b：17 dBm ± 2 dBm @ 11 Mbps
802.11g：16 dBm ± 2 dBm @ 54 Mbps
802.11gn HT20：16 dBm ± 2 dBm @ MCS0
802.11gn HT20：15 dBm ± 2 dBm @ MCS7
802.11gn HT40：15 dBm ± 2 dBm @ MCS0
802.11gn HT40：14 dBm ± 2 dBm @ MCS7
802.11an HT20：15 dBm ± 2 dBm @ MCS0
802.11an HT20：12 dBm ± 2 dBm @ MCS7
802.11an HT40：14 dBm ± 2 dBm @ MCS0
802.11an HT40：11 dBm ± 2 dBm @ MCS7

接收灵敏度
（公差： 
±2 dBm）

802.11a：-81 dBm ± 2 dBm @ 54 Mbps
802.11b：-92 dBm ± 2 dBm @ 11 Mbps
802.11g：-82 dBm ± 2 dBm @ 54 Mbps
802.11gn HT20：-79 dBm ± 2 dBm @ MCS7
802.11gn HT40：-76 dBm ± 2 dBm @ MCS7
802.11an HT20：-78 dBm ± 2 dBm @ MCS7
802.11an HT40：-74 dBm ± 2 dBm @ MCS7

功耗
（典型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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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80 mA
接收：350 mA

最大功率设置因信道以及各个国家/地区规定的不同而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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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交流适配器

输入：100-240 V 交流， 50-60 Hz， 1.0 A
输出：+15 V 直流， 2.0 A

电池类型

锂离子电池组， 7.2 V

电池寿命

大约 3-4 小时。寿命随使用类型变化。

充电时间

从 10% 电量到 90% 电量需要充电 4 小时 （在分析仪关
机时）。

认证及合规性

P

Conformite Europeene （欧盟认证）。符合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的要求 (EFTA)。

)

通过加拿大标准协会认证。



符合相关的澳大利亚标准

存储器
内存

OneTouch 分析仪具有系统和用户文件共享的 2 GB 内存。
内置文件管理器可用于导入和导出文件。

SD 卡

OneTouch 分析仪随附 4 GB SD 卡。选择了可实现
OneTouch AT 分析仪捕获功能的最佳性能的卡品牌和型号。
使用其他类型的 SD 卡可能降低性能。
支持 FAT 和 FAT32 文件系统。

USB 2.0 端口

OneTouch 分析仪具有 USB 2.0 A 型端口，可与 USB 大容量
存储设备 （如 USB 闪存驱动器）一起使用。
支持 FAT 和 FAT32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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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耳机插座
3.5 mm， 4-导线插座

尺寸
安装了模块和电池：
10.3 x 5.3 x 2.9 英寸 （26.2 x 13.5 x 7.3 厘米）

重量
安装了模块和电池：3.3 磅 （1.5 千克）

显示屏
5.7 英寸 （14.5 厘米）液晶显示屏，带投射式电容触摸屏。

法规信息
本设备产生、使用并能辐射射频能量，因此，如不依照手册进行安装和
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干扰。本设备已根据 FCC 规范第 15 部
分第 J 子部分的有关规定进行了检测，证实符合对 A 级数字设备的限
制规定。这些限制旨在为在商业环境中使用时防止产生此类干扰提供
合理的保护。在居民区运行本设备可能会造成干扰，此情形要求用户
自行付费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来解决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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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和 IC 干扰声明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及加拿大工业部干扰声明：
此设备经过测试并确定其符合 A 级数字设备的限制，遵照 FCC 规则的
第 15 部分和 IC 的规定。这些限制旨在提供合理的保护以防止住宅安
装中的有害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出射频能量，若没有
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则可能导致对无线电通讯产生有害干扰。
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的安装中不会产生干扰。如果此设备确实对无
线电通讯或电视接收造成了有害干扰 （这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该设备
来确定），那么用户最好尝试通过采取下列某一个措施来校正干扰：


对接收天线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



增加设备和接收机之间的间隔距离。



将设备连接至与接收机所连接的电路不同的电路插座。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通讯或电视技术人员咨询以寻求帮助。

FCC 提醒：任何未经负责标准的组织明确同意的变更或修改都会导致
用户操作此设备的权利失效。
此设备符合 FCC 标准中第 15 部分的要求。设备操作应符合以下两个
条件：
(1) 此设备不得导致干扰，且 
(2) 此设备必须承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干扰。
此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许可证 （不包括 RSS 标准）。设备操作应符
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得导致干扰，且 
(2) 此设备必须承受任何干扰，包括可能导致设备意外操作的干扰。
此设备符合加拿大工业部适用于无线电设备的标准 （不包括许可
证）。操作授权应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此设备不得造成有害干扰， 
(2) 此设备的用户必须承受任何干扰所造成的干扰，即使可能危及性能。
根据加拿大工业部规定，此无线电发射器只可使用一种天线和加拿大
工业部为发射器批准的最大 （或更低）增益工作。
为减少对其他用户的潜在无线电干扰，选择的天线增益及其类型应使
其等效各向同性辐射功率 (e.i.r.p.) 不超过成功通信所需的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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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加拿大工业部规定，此无线电发射器只可使用一种天线和加拿大
工业部为发射器批准的最大 （或更低）增益工作。
为减少无线电干扰其他用户的风险，选择的天线增益及其类型应使其
等效各向同性辐射功率 (p.i.r.e.) 不超过建立满意通信所需的功率。

标识号
FCC ID：WA7-AR5BHB112
IC ID：6627C-AR5BHB112

对射频能量的暴露
此型号设备符合美国和国际对射频辐射暴露的要求。
OneTouch AT 是无线电发射器和接收器。它的设计和制造使其不会超
出由美国政府联邦通讯委员会及国际非电离辐射保护委员会 (ICNIRP)
规定的射频 (RF) 能量暴露限制。该设备还符合欧洲无线电及通讯终端
设备 (R&TTE) 指令，为用户和其他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
这些限制是为保护普通人群而建立的允许射频能量级别的综合原则的
一部分。这些原则以独立的科学组织通过周期性和全面的科学研究评
估而建立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包括实际安全系数，以确保各个年
龄和健康状况的人群的安全。
在设备型号公开销售之前，必须经过测试和认证，确认其能够在 FCC
和国际组织制定的安全暴露限制范围内工作。每种型号的测试按 FCC
要求的位置和地点 （如，身体旁边）进行。 FCC 根据所有报告的 SAR
级别 （请参见下文）授予此型号设备的“设备授权书”，这些级别的
评估结果符合 FCC RF 放射原则。
当天线位于距离身体最近的位置时，此设备符合 RF 暴露原则。为了传
输数据或消息，此设备需要与网络进行高质量的连接。在某些情况
下，数据或消息的传输可能会延迟，直到此类连接可用为止。确保遵
守建议的距离要求，以便进行完整的传输。
无线设备的暴露标准采用的计量单位称为比吸收率 (SAR)。在进行
SAR 测试时采用由 FCC 指定的标准操作位置，同时设备在所有被测频
段上的发射功率经验证均为其最高级别。 FCC 设置的 SAR 限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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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W/kg。国际准则规定，公众使用的移动设备的 SAR 限制为
2.0 W/kg （10 克人体组织平均）。 SAR 值可能因国家报告要求和网络
频段的不同而异。尽管在经验证的最高功率级别上确定了 SAR，由于
本设备在多个功率级别上工作并仅使用连接网络所需的功率级别，因
此本设备在操作中的实际 SAR 级别可能低于最大值。
有关此型号设备的 SAR 信息在 FCC 的存档中，并可以通过搜索 FCC ID:
WA7-AR5BHB112 在 http://www.fcc.gov/oet/fccid 的“显示授权”
部分中找到。

欧洲 - 欧盟一致性声明
此设备符合 R&TTE 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为了证明与 R&TTE
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相一致的推测，已采用下列测试方法：


EN61010-1：2001 A11：2004 
电子设备的测量、控制和实验室使用的安全要求



EN50385：(2002-08) 
证明符合无线电信系统的无线电基站和固定终端站的产品标准，
其中包含与人体暴露于射频电磁场 （110 MHz 至 40 GHz）相关
的基本限制或参考电平 - 一般公众



EN 300 328 V1.7.1：(2006-10) 
电磁兼容性和无线电频谱事宜 (ERM)；宽频带传输系统；以 
2.4 GHz ISM 频段工作且使用扩谱调制技术的数据传输设备；覆盖
R&TTE 指令 3.2 条款中基本要求的协调 EN 标准



EN 301 893 V1.4.1：(2007-07) 
宽带无线电接入网络 (BRAN)；5 GHz 高性能 RLAN；覆盖 R&TTE
指令 3.2 条款中基本要求的协调 EN 标准





EN 301 489-1 V1.8.1：(2008-04) 
电磁兼容性和无线电频谱事宜 (ERM)；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的电磁
兼容性 (EMC) 标准；第 1 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EN 301 489-17 V2.1.1 (2009-05)
电磁兼容性和无线电频谱事宜 (ERM)；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的电磁
兼容性 (EMC) 标准；第 17 部分：2.4 GHz 宽带传输系统和 5 GHz
高性能 RLAN 设备的特定条件



EN 60950-1：信息技术设备 - 安全 -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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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301 893 V1.5.1：(2008-12) 
宽带无线电接入网络 (BRAN)；5 GHz 高性能 RLAN；协调 EN 标
准，涵盖 R&TTE 指令 3.2 条款的基本要求

此设备是 2.4 GHz 宽频带传输系统 （收发器），力图在所有的 EU 成
员国和 EFTA 国家/地区使用，法国和意大利除外，在这两个国家使用
受到限制。
在意大利，终端用户应该在国家频谱管理机构申请许可证，以便获得
授权来使用设备设置户外无线电连接以及/或让公众可以访问电信和/或
网络服务。
在法国，此设备可能不用于设置户外无线电连接，在一些地区，频率
范围是 2454 MHz 至 2483.5 MHz， RF 输出功率可能被限制在 10 mW
EIRP。要获得详细信息，终端用户应该联系法国的国家频谱管理机构。

日本声明
（5 GHz 无线电频段方法仅限室内使用。）

巴西声明
Este equipamento opera em caráter secundário, isto é, não tem
direito a proteção contra interferência prejudicial, mesmo de
estações do mesmo tipo, e não pode causar interferência a
sistemas operando em caráter primário.
（此设备在次级基地工作，因此，必须接受有害干扰，包括来自同类
型基站的干扰，并且可能不会对在主要基地工作的系统产生有害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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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C

* 120

测试

数字
2.4 GHz 频段 37
5 GHz 频段 37

英文字母
ACL 153, 154, 155, 191
Fluke Networks
联系 4
知识库 5
HTTP 测试 32
Kensington 安全槽 17
LED 指示灯 10
MAC 地址
NUT 端口 167
更改 OneTouch MAC 167
管理端口 168
无线端口 168
Ping 测试 88
TCP 连接测试 92
TFS 9
Wi-Fi
未链接 125
已链接 125

A
安全信息

2

B
帮助 （请联系 Fluke Networks） 4
报告 176
快捷方式 20
背光
超时 29
便捷带，安装 8

87

编辑一个测试
查看离屏测试
复制一个测试
删除一个测试
添加 31
添加一个测试
移动一个测试
运行单个测试
自动测试 38
组织测试 43
测试层 21
测试结果 40
IPv4 167
IPv6 167
测试框架系统 9
层，测试 21
超时时间段 29
触摸屏 18
存放 204

45
44
45
45
42
45
44

D
电池

6

存放 7, 204
取下更换 205
延长工作时间 7
正在充电 6
状态 20
状态 （电量） 7
状态指示灯 20
电池充电 6
电缆
光纤 60
电源线频率 29
定向天线 161
嘟嘟声 181
端口 A 14
端口 B 14
断电
超时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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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名称 20
删除 121
配置文件名称 20
配置文件名称后面的星号
配置文件屏幕
打开 120
偏好 28
频段， 2.4 GHz 37
频段， 5 GHz 37
屏幕快照
快捷方式 20

符合性声明 213
复制一个测试 45

G
光纤电缆，多模

60

J
键 10
键盘 24
交流电源适配器 6
结果，测试 40
警告
安全性 2, 203

Q
清洁分析仪

203

S

K

删除一个测试 45
时间和日期，日期和时间 28
授权控制列表 153, 154, 155, 191
数字格式 28, 29

可听音 181
客户支持 4
快捷栏 20

T

L
连接到网络 36
连接器 10
连接器和键概述 10
联系 Fluke Networks

4

特点 1
天线，定向 161
图标
测试状态 39

W

M
模块
安装和拆卸

9

P
配置文件
保存一个配置文件 120
重命名 121
导出 / 导入另一个
OneTouch 121
加载 120
快捷方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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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网络 (HTTP) 测试 32
为分析仪通电 6
文本，输入 24
文件系统
通过 Windows 浏览器 200

X
显示屏
设置亮度 181
星号
配置文件名称后面的星号 120
位于测试结果选项卡上 45

索引

Y
移动一个测试 45
以太网端口 14
音频 181
映射网络驱动器 200
用户测试 87
编辑 45
离屏 44
添加 31
添加一个测试 42
移动、复制、删除 45
运行单个测试 44
组织 43
用户测试结果 40
语言 28
语言，设置 6

Z
噪声
减少影响 29
知识库 5
主页屏幕 19, 44
注册产品 4
注册您的产品 4
注意 2
状态栏中 OneTouch AT 20
状态栏中产品名称 20
自动测试 38
定义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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