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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波形

双指分开 双指聚拢 拖动

缩小波形 移动光标

主菜单上

的图标

点击图标
运行相应功能

便利的快捷图标
一触生成PDF文件、标记设置、OTDR测量、数据存储等常用

功能的快捷图标已设定在测量屏幕中，可以直接执行各功能，

无需切换到其他菜单。

软键盘
设置标签和文件名时，可以用屏幕上的软键盘输入文本或符

号。

放大波形显示区域
波形显示可放大至160%，有助于查看更详细的波形。

快捷图标(测量开始、文件保存等)

OTDR标记设置图标

常规模式 放大模式

波形区域

1.6倍

8.4英寸高亮度彩色LCD
显示器大而明亮，即使在太阳光下，也可以清晰地显示波形、

文字等各种波形的细节。

多点触控式电容屏
直观的多点触控操作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一样，可实现手指

捏拉缩放和拖动等操作。

多点触控式大型LCD显示器

打开/关闭触摸屏功能
喜欢硬键操作的使用人员，可以禁用触摸屏功能。

彻底改变您的测试过程
在执行OTDR测量时，只要从OTDR测量屏幕中调出光功率计、可见光源以

及光纤端面探测器功能，就可以同时执行这些功能。

独特的多任务功能降低了测量过程中菜单切换时的“闲置时间”，同时启

用“并行测试”与“串行测试”，彻底改变了测试的整个过程。

例如，

您可以 
…

利用OTDR功能测量一根光纤的同时，可以检查另一根光纤。

• 光功率计  光功率测量

• 可见光源  芯线识别

• 光纤探测器  光纤端面检查

* 稳定光源功能不能与OTDR一起使用。 

多任务处理 

光功率计 稳定光源 可见光源

软键盘

 AQ7280 OTDR

高级功能介绍



在多芯光纤测量中，为了测量所有的纤芯，需要反复执

行OTDR测量、损耗测量以及光纤端面检查。通过多芯

光纤测量功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来管理复杂的多

芯光纤测量和庞大的测量数据。

多芯光纤测量 

光纤端面检查

利用芯号管理从测量到数据保存的整个过程)
在OTDR或PC上创建一个项目文件，此文件将每个纤芯的测试

条件表格化。只要选择相应的芯号，就可以轻松执行每个纤芯

的测试。所有测量数据都将按照芯号保存到项目文件中。

通过选框颜色识别纤芯测试状态
测试结束以后，纤芯对应选框的颜色将会发生变化，可以防止

出现遗漏或混乱。此功能有助于识别哪些纤芯还未执行测试。

可以按照测试顺序选择纤芯。

波形预览

选择某纤芯时的显示示例

通过/失败判断结果

波形预览便于文件搜索 
只需轻松点击芯号，就可以在屏幕底部的预览窗口中重新回顾

测量数据。搜索文件、匹配芯号和文件名等工作将不再繁琐。

通过/失败判断
根据各纤芯的OTDR测量结果，执行通过 /失败判断。由于

OTDR是基于预定义的标准执行判断

的，因此，没有人为错误。判断失

败时，相应纤芯选框显示为红色，

可以轻松识别出需要重新执行测试

的纤芯。

测试条件表格最多可列出2000个纤芯 
项目文件中包含一个测试条件表格，最多可以保存2000个纤芯

的相应信息，如OTDR测量数据、损耗测量数据和光纤端面示

意图。 

OTDR测量数据 SOR文件(每纤芯最多4个文件)
损耗测量数据 CSV文件(每纤芯最多4个文件)
光纤端面示意图 JPG/BMP文件

通过图像检查光纤接口端面
光纤接口端面上的划痕和灰尘将导致通信网络故障，尤其是

WDM和PON等大功率通信线路。因此，在光纤铺设和维护工

程中，光纤接口端面的检查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检查的判断

标准已被标准化。 
* 图像检查需要光纤检测仪。

 (推荐产品: Lightel公司DI-1000-B2)

光纤端面的自动通过/失败判断
光纤端面测试功能可以自动分析光纤端面上的划痕和灰尘，根

据IEC61300-3-35标注或其他任意标准来执行通过/失败判断。

判断结果可以保存到文件并反映在PDF报告中。

* 自动通过/失败判断功能需要/FST选件和光纤检测仪(Lightel公司DI-1000-B2)。

各波长的
OTDR测量文件

各波长的
损耗数据

−2.63dB−2.63dB−2.63dB

−2.41dB−2.41dB−2.41dB

−3.87dB−3.87dB−3.87dB

光纤端面示意图

各纤芯的测量数据



图形化网络事件
按下按钮即可执行OTDR测量，检测网络事件并图形化显示事

件图标以及事件位置、事件损耗和回波损耗等测量数据。由

此，复杂的网络拓扑将会显示成一个直观的图形画面。 

高级测量也可一键操作

• 多波长测量

在一次测量中，OTDR边改变波长边执行多次测量，分析事

件并以图形化格式显示分析结果。可以根据每个波长损耗之

间的差异，自动检测宏弯曲。

• 多脉宽测量

在一次测量中，OTDR边改变脉宽边执行多次测量，选取测

量波形结果的特定部分，将其合成后加以分析，并以图形化

格式显示分析结果。通过此功能，同时实现了波形长脉宽远

端准确测量和短脉宽近端精确测量，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做

到了“两全其美”。

轻松评价测量结果

• 各事件的自动通过/失败判断

根据事先指定的阈值，自动执行各事件的通过/失败判断。失

败的事件显示为红色，一眼就可以看到失败位置。

• PDF报告生成

事件分析结果可以以图形化格式直接输出为PDF格式。

捕捉间歇性断网
当发生网络故障时，通常使用OTDR检测线路并查找故障点。

然而，对于由暂时冻结或降雨等间歇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连接中

断，操作人员携带仪器到达故障位置前可能就已经修复。因

此，带预约测量功能的OTDR才是检测这种间歇性断网的理想

工具。

简易监视系统

• 自动测量

根据用户自定义的周期，可以自动执行OTDR测量。测量结

果被保存，随时间推移的损耗变化以日志的形式显示在屏幕

上，并且可以查看问题所在。

• 远程控制 
LAN连接后，可以执行远程控制(可选)。无需停止预约测

量，即可执行远程数据分析和故障解决。

Smart Mapper(需要/SMP选件)

简易监视功能(需要/MNT选件)

波形合成

事件分析

失败

通过

短脉宽测量 中脉宽测量 长脉宽测量



10729 16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568号D栋4楼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祈年大街18号院1号楼兴隆国际大厦A座4楼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62-366号好世界广场1610室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2810室

电话：021-62396363    传真：021-68804987
电话：010-85221699    传真：010-85221677
电话：020-28849908    传真：020-28849937
电话：0755-83734456  传真：0755-83734457

上海横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数据传输(使用带无线LAN的SD卡)
将带无线LAN的SD卡插入OTDR主机内的SD卡插槽，通过无线LAN，AQ7280可以将保存在SD卡里的测量数

据文件传输到PC或智能手机。

• OTDR data transporter 
OTDR data transporter是一个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免费应用软件(Android / iOS)。
它可以提取保存在AQ7280 SD卡里的文件，也可以显示测量数据预览。 

• Web浏览器

使用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的标准Web浏览器，可以提取保存在AQ7280 SD卡里的文件。

测量数据预览不能在浏览器上显示。

举例
说明

A)  现场操作人员完成测量后将测量数据发送到办公室。之后，可以在办公室里对测量数据进行分析并创建报告。

B)  当现场操作人员不能确定测量执行是否成功时，将数据发送给在办公室的专家。

C)  现场操作人员创建PDF报告，并在去下一个现场或回家前将报告直接发送到办公室。

远程控制(使用无线路由器)
将无线路由器连接到AQ7280的LAN端口，通过无线LAN，可以利用PC或智能手机远程控制AQ7280。

• OTDR remote controller
OTDR remote controller是一个用于Windows电脑的免费应用软件。它可以将仪器的显示画面复制到浏览器上。OTDR remote 
controller专为AQ7280 OTDR而设计，它可以快速响应操作人员的操作。

• Web浏览器

使用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的标准Web浏览器，可以远程控制AQ7280。它可以将仪器的显示画面复制到浏览器上。利用UPnP(通
用即插即用)设备，也可以通过蜂窝网络进行远程控制。

举例
说明

A) 现场操作人员将光纤熔接后，在中央办公室通过远程操作OTDR来确认熔接结果。

B)  当测量工作太复杂、现场操作人员无法执行测量时，中央办公室的专家可以远程执行测量。

C)  操作人员在无人值守基站设置OTDR并执行监测功能(预约测量)。可以在办公室远程观测OTDR的测量状态。

无线LAN解决方案

AQ7280和支持无线LAN的设备组合使用以后，可以执行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

带无线LAN*1的SD卡card 无线路由器

软件 OTDR data transporter(免费软件) Web浏览器 OTDR remote controller(免费软件) Web浏览器*2

适用OS Android/iOS — Windows(XP/Vista/7/8/8.1) —

数据传输  *3

发送邮件/上传至云服务器  *4  *4  *4

数据文件预览 × × ×

远程控制 × ×  *5

AQ7280需要的选件 — — /LAN /LAN
*1 已验证设备: FlashAir(东芝)    *2 AQ7280固件版本R1.03或更新    *3 文件总大小 ≤ 1.5MB    *4 仅限保存至PC的文件
*5 可通过使用UPnP设备的蜂窝网络进行控制。 已验证设备: Aterm MR03LN(NEC Platfor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