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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TDRuOTDRuOTDRuOTDR快速操作指南快速操作指南快速操作指南快速操作指南    
概览概览概览概览    

前面板前面板前面板前面板 

 � � � 

� 

� 

 

�  LCD 液晶屏  � 软键  � ‘Start’键 � 箭头键和‘Set’键 � ‘Menu/Power’键 

前面板键前面板键前面板键前面板键    

仪表有 4 个软键(F1 到 F4) 在 LCD 的右手侧。每个键的功能由当前的操作模式决定，显示在屏

幕上软键左侧位置。 

 

 

 

 

 

 

 

 

按‘start’键开始测量，在测量时按这个键就停止测量 

左箭头键                               右箭头键 

向左侧移动光标                         向右侧移动光标 

在距离范围方向缩小屏幕                 在距离范围方向放大屏幕 

上箭头键                               下箭头键 

向上移动光标                           向下移动光标 

在电平方向放大屏幕                     在电平方向缩小屏幕 

‘Set’键 

选择光标移到的项目 

选择观察曲线的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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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Power’键 

关机状态下: 按这个键开机 

开机状态下: 按这个键显示弹出菜单 

 

顶视面板顶视面板顶视面板顶视面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滑动盖板 � 红光源口(选项) � 测量端口 � USB(B 型)端口 � USB(A 型)端口 � 外部电源–9 V DC

输入 � 电池状态指示灯 

 

后面板后面板后面板后面板    

 

� 电池盒 � 螺丝 � 模块型号/序列号标签 � 符合和告警标签 

 

仪表可由以下方式供电仪表可由以下方式供电仪表可由以下方式供电仪表可由以下方式供电    

• 适配器：通过强电插座提供100到240V交流电，同时对电池组充电 

• 镍氢可充电电池组：使用提供的电池组 

• 5号镍氢或碱性电池：这个仪表可工作于4节5号镍氢电池或碱性干电池，5号镍氢电池不能由AC适配器

充电，须使用专门的充电器对5号镍氢电池充电 

• 汽车充电器(附件)：使用单独销售的汽车充电器（J1402A）可提供12V直流电源 

交流充电器交流充电器交流充电器交流充电器////适配器适配器适配器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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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充电器/适配器带有4个可更换的电源插头 

 

② 

① 

③ 

④ 

 

� A 型: 日本，美国，加拿大      � O 型: 澳大利亚，新西兰 

� BF 型: 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 � C 型: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韩国，墨西哥 

保持锁扣向下，插入选择的插头适配器, 保证插头适配器在交流充电器/适配器朝上的槽里  

 

① 

② 

 

� 防护装置  � 锁扣 

镍氢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镍氢电池组镍氢电池组 

 ③ ④ 

② 

① 

 

� 镍氢电池组插头 � 模块锁扣插销 � 镍氢电池组 � 电池取出拉手(红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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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镍氢电池组安装镍氢电池组安装镍氢电池组安装镍氢电池组    

1. 工作中，先关机。如果连着交流充电器/适配器，请拔下。 

2. 向下拉锁扣向外用力打开电池盒。 

3. 如果安装了4节5号镍氢电池或碱性电池，请取出。 

4. 将电池组的插头接到主机的插座，注意方向，有避免反插装置。 

5. 将电池组装入电池盒保证红色丝带压在下面，露出足够长度，方便取出电池组，且保证电池组的标识

面朝上。 

6. 盖上电池盒的盖子。 

 

开机开机开机开机:::: 

1. 按 ‘Menu/Power’键.   

2. 第一个闪现的画面表示诊断自检 

3. 当自检测试通过，显示‘顶端菜单’, ‘测试设置’ 或 ‘功率计’屏幕 

 根据自动启动的设定而不同；如果开机自检测试失败，就显示消息‘初始化失败’。 

关机关机关机关机:::: 

1. 按‘Menu/Power’键显示菜单.  

2. 光标移到‘关机’，然后按‘Set’键，弹出确认窗口 

3. 光标移到‘是’，然后按‘Set’键    

 

测量光纤损耗测量光纤损耗测量光纤损耗测量光纤损耗    

光纤连接光纤连接光纤连接光纤连接    

1. 滑开测量端口上的盖板 

2. 将被测光纤接到测量端口上 

 

 

设置测量条件设置测量条件设置测量条件设置测量条件    

在测试设置屏幕进行设置在测试设置屏幕进行设置在测试设置屏幕进行设置在测试设置屏幕进行设置    

1. 开机后显示‘顶端菜单’或‘测试设置’屏幕 

2. 当显示‘顶端菜单’时, 按‘Set’键，进入OTDR测试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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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F2’键选择‘测试模式’-平均或实时 

4. 当使用 MU909814B 或 MU909815B时, 按 ‘F3’键选择波长 

5. 用箭头键选择要设定的项目 

6. 除损耗模式外，按‘Set’键，在单独的窗口输入数值 

7． 在损耗模式，使用左右箭头键选择测量方法  

 

在设置在设置在设置在设置----偏好偏好偏好偏好项屏幕的设定项屏幕的设定项屏幕的设定项屏幕的设定    

1.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设置’，然后按‘Set’键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要设定的项目  

3. 除距离单位外, 按‘Set’键设定选择框开或关 

4. 对于距离单位, 使用左右箭头键选择距离单位 

5.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应用’，按‘Set’键  

在在在在设置设置设置设置----通用通用通用通用屏幕屏幕屏幕屏幕的的的的设定设定设定设定    

1． 按‘F1’键，进入‘通用’设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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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以通过左右箭头键设定仪表的窗口颜色、语言、自动关背景光时间、自动关机时间等，对于

日期和时间，按‘Set’键，在单独的窗口输入日期和时间。 

    3．使用上下箭头键移动光标到‘基本’，使用右箭头键移动光标到‘高级’，使用下箭头键移动

光标到‘屏幕捕获存储格式’，用左右箭头键选择PNG、JPG、BMP 

 

4．按‘F3’键，进行‘自动存储’的设定 

 

可修改文件名前缀及组成信息，实际的文件名如屏幕下方显示，自动递增顺序号部分。 

 

开始测量开始测量开始测量开始测量    

1. 按‘Start’键   

2. 当选择‘激活连接检查’和‘激活在线光纤检查’框时, 仪表执行连接检查. 如果检测到在用的通

信信号, 在测量之前请首先关掉通信.  

3. 当测量条件设定中的‘激活连接检查’选择后，会测试光接头状态.  

 

4. 如果测试结果是‘好’, 自动开始测量。如果测试结果是‘差’或‘中等’, 当按下‘F3’键或‘Start’

键才开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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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显示测量结果显示测量结果显示测量结果显示    

轨迹轨迹轨迹轨迹视图视图视图视图屏幕屏幕屏幕屏幕    

a)当测量开始时, 会出现‘轨迹视图’屏幕.  

b)当‘轨迹视图’显示在软键时，按下此软键. 

 

 

光标之间的距离和损耗测量结果显示在曲线下面。测试模式是‘平均’时，测量期间平均处理的过程由进

度条显示.  

按‘Start’键停止测量。 

 

移动光标移动光标移动光标移动光标    

1. 按‘F2’键显示游标.  

2. 按‘Set’键选择光标 A 或 B. 红色为可移动的光标。 

此外，当损耗模式为‘接续损耗’或‘dB/km(LSA)’时，可选择多达4个LSA标记.  

3. 使用左右箭头键移动光标.  

4. 光标之间的距离和损耗测量结果显示在波形下面.  

当损耗模式为‘接续损耗’时，4个标记跟踪光标 B。当损耗模式为‘dB/km(LSA)’，2个LSA标记跟踪光标 

A，其他2个标记跟踪光标 B。按‘Set’键，在4个LSA标记和A、B光标间切换，可移动任一标记和光标。 

 

屏幕缩放屏幕缩放屏幕缩放屏幕缩放    

1. 按‘F2’键显示放大.   

2. 按‘F3’键选择放大的显示位置.  

A: 光标A的位置, 电平 

 B: 光标B的位置, 电平 

 原点: 波形起始点, 波形电平 0 dB 

箭头键 波形移动 

◄ 水平缩小.  

► 水平放大.  

▲ 垂直放大.  

▼ 垂直缩小.  

当箭头键一直按着，光标可快速移动。 

 

轨迹轨迹轨迹轨迹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分析屏幕分析屏幕分析屏幕分析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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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在设置-偏好设定时选择‘自动分析’，测量执行平均处理，测量结束时显示曲线分析结果. 

2. 当软键显示‘轨迹分析’时，按此键. 

 

当显示光纤末端时，光纤长度和光纤损耗也显示出来。 

 

事件类型事件类型事件类型事件类型    

图标 类型 描述  
 

 
反射 连接点的反射 

  

 
非反射 非反射事件包括如低损耗事件熔接点和微弯. 

 
群 距离太近无法区别它们为分离的事件时就报告为群事件. 

 

 
末端 任何损耗等于或大于光纤末端门限的事件报告为末端事件.  

 

?  
可能的末端 末端事件检测不到 1. 距离范围已到 2. 噪声电平已到 

 

 
分光器 由于光分路器造成的损耗 

 

分析参数设定分析参数设定分析参数设定分析参数设定    

事件检测设定事件检测设定事件检测设定事件检测设定 

1. 在‘轨迹分析’屏幕按‘F2’键. 显示‘分析设置’屏幕.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要设定的项目.  

3. 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检测一个事件的损耗或反射参数.  

4. 按‘F1（应用）’键. 满足修改参数的事件被检测到.  

分光器可用于检测PON事件.  

 

设定通过设定通过设定通过设定通过////失败评估条件失败评估条件失败评估条件失败评估条件    

1. 按‘F3’键. 显示‘门限设置’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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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要设定的项目.  

3. 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检测一个事件的损耗或反射参数.  

4. 按‘F1（应用）’键. 根据修改的参数进行通过/失败评估，超过门限的数值以红色显示.  

当光纤总损耗是红色时，光缆损耗也变成红色。 

 

保存曲线保存曲线保存曲线保存曲线    

1.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存储’，然后按‘Set’键.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存为’，按‘ Set ’键.  

3. 在‘软键盘’窗口输入文件名. 模式在数字、符号、字母间切换。 

4. 当按‘F4（确认）’键时，文件名显示为‘ 存为 ’.  

5. 按‘F1（存储轨迹）’键. 曲线就保存到文件夹了.  

 

载入曲线数据载入曲线数据载入曲线数据载入曲线数据    

1. 按‘ Menu/Power ’键光标移到‘打开’，然后按‘    Set ’键.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文件。 

3. 按‘F1（加载轨迹）’键，显示读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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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操作文件操作文件操作文件操作    

1. 按‘ Menu/Power ’键光标移到‘ 大容量存储 ’，然后按‘ Set    ’键.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文件，按‘F1’键.  

3.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 文件操作 ’然后按‘    Set ’键.  

4. 对于‘新文件夹’: 创建一个新文件夹.  

 对于‘删除’: 如果显示一个确认框, 使用左右箭头键选择‘是’，然后按‘Set’键.   

 对于‘复制’: 使用左右箭头键为复制源选择‘设备’，按‘F1’键. 如果显示对话框，按‘Set’

键.  

对于‘改名’: 出现字符串的输入屏幕. 使用箭头键选择字符，按‘Set’键。输入文件名后，按‘F4

（确认）’键。 

5．多选功能打开时，一次可选择多个文件进行操作。主要用于复制和删除。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V V V VFL (FL (FL (FL (可视故障定位仪可视故障定位仪可视故障定位仪可视故障定位仪))))    

1. 将光纤连接到仪表顶部边上的VFL接口.  

2. 按‘ Menu/Power    ’键光标移到‘ VFL ’，然后按‘Set’键.  

3.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 ‘CW’或‘调制’。  

4. 按‘Set’键.   

5. VFL 光输出图标显示在屏幕上部.   

VFL 

 

 

检查光纤端面检查光纤端面检查光纤端面检查光纤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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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⑤ 

④ 

 

� 视像检查接头(VIP) � 接头 � 固定螺母 � USB 转换器 � USB 接头 

 

 ① ② 

③ 

④ 

 

� 接头(FC) � 前端固定螺母(适配器侧)� 对准孔 � 对准道 

 

 

1. 连接上述组件到 USB 接口(A型).   

2. 连接金属环适配器到上述组件.  

3. 连接光纤到金属环适配器.   

4.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VIP’，然后按‘Set’键.   

5. 按‘F1’键切换图像模式到‘激活’.   

6. 如果图像不是很清晰，就调节图像的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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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光功率测量光功率测量光功率测量光功率    

1.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顶端菜单’，然后按‘Set’键.   

 

2. 使用左右箭头键选择‘功率计’，然后按‘Set’键.  

 

3. 按‘F1’键设定波长.   

4. 按‘F2’键，显示一个弹出窗口.  

5. 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通过/失败评估电平，然后按‘Set’键. 如果测量的光功率不满足这个电平,就

会显示‘范围以下’. 

当测量电平当测量电平当测量电平当测量电平之之之之差时差时差时差时，，，，请设定参考电平请设定参考电平请设定参考电平请设定参考电平. . . .         

1. 按‘F3’键.  

2.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选中损耗参考值’.  

3. 按‘Set’键选择选中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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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左右箭头键设定参考电平，然后按‘Set’键.按‘F4’键设定当前的显示值为参考电平.  

5. 按‘F1’键或‘Set’键确认设定值.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操作项操作项操作项操作项    

1．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打印屏幕’，按‘Set’键即以‘设置-通用-高级’窗口中选择

的格式保存当前屏幕到内部存储器. 

2．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全部用缺省值’，按‘Set’键即相当于恢复出厂设置。 

3． 按‘Menu/Power’键，光标移到‘帮助’，按‘Set’键即可显示当前窗口的解释说明。 

4． 在顶端菜单，按‘F3’设置开机时自动启动的应用， 

 

5． 使用上下箭头键选择要设定的项目，按‘Set’键选择是否启用自动开始，使用左右箭头键选择自

动启用的应用如OTDR和功率计等。按‘应用’确认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