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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简介 

FTS510 系列手持 OTDR 是 OPWILL 最新推出的高性价比的平板式的测试仪。

它覆盖城域网、接入网和 LAN 网络的所有光纤应用，可提供完善的光纤测试。

它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坚固耐用，适用于室外坏境。FTS510 系列 OTDR 是通

信运营商、专网用户、网络建设公司等在光网络建设阶段进行验证或网络运

行阶段故障排查的最佳测试工具。 

本文档的目的是帮助操作人员快速便捷使用 FTS510 OTDR 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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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TS510 面板说明 

1.1. FTS510 前面板 

 

图 1-1 FTS510 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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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LED 指示灯 

LED 状态  说明  

 

绿色 

(长亮) 

设备开机，接通电源; 

设备关机，电池充满状态; 

绿色 

(闪烁) 
设备关机，正在充电状态； 

红色 

(闪烁) 
设备关机，接适配器，无电池; 

不亮 设备关机，未接适配器，无电池； 

 

红色 

(闪烁) 
激光器发光； 

不亮 激光器不发光； 

表 1-1  FTS510 LED 指示灯说明 

1.1.2. 电源开关 

功能  说明  

开机 按开关机按键进行开机 

关机 

按开关机按键 3 秒钟时，听到“嘀”一声响后松开按键，此时弹出“Windows

安全”提示框，实现休眠、关机、锁屏等功能； 

按开关机按键 7 秒钟，听到“嘀”、“嘀”两声响设备直接关机； 

表 1-2 电源开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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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TS510 左侧面板 

 

图 1-2 FTS510 左侧面板 

1.2.1. 接口描述 

接口类型 名称  描述  

 USB 接口 连接 U 盘等 USB 外设； 

 

RJ45 接口 连接以太网； 

 

电源接口 连接电源适配器； 

表 1-3 左侧面板接口描述 

1.3. FTS510 顶部面板 

 

图 1-3 FTS510 顶部面板 

1.3.1. 接口描述 

接口名称 功能  支持连接头类型 

SM 支持可选 1310nm、1490nm、1550nm 三种波长； FC/PC;FC/APC 

VFL 红光光源 FC/PC 

Power Meter 光功率计 FC/PC 

SM Live 支持可选 1625nm、1650nm； FC/PC;FC/APC 

表 1-4 顶部面板接口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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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TDR 手动测试 

FTS510 主界面有两种操作程序 OTDR 和 iOTA，双击 图标进入 OTDR 程序，

双击 图标进入 iOTA 程序； 

 

图 2-1 程序选择 

2.1. 基本参数配置 

 

图 2-2 参数配置

参数名称 说明  备注  

端口 SM 、SM Live 对应表 1.3 中的接口标识； 

波长 选择对应波长 SM：1310nm、1490nm、1550nm 及所有波长；   

SM Live:1625nm、1650nm； 

范围 支持 0.5km~240km 建议范围选择实际长度的 1.5~2 倍； 

脉宽 支持 3ns~20000ns 选择合适的脉宽，建议使用默认脉宽； 

采样时间 1s-300s，实时 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建议 10s 采样时间（采样

时间越长，采样次数越多）； 

折射率 折射率 根据波长和光纤材质设定； 

表 2-1 参数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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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试案例 

2.2.1. 短纤测试 

现以 1.5km（1km+0.5km）光纤、波长 1310nm 为例进行测试，具体参数配置

和测试过程如下；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310nm，范围 2.5km，脉宽 30ns，采

样时间推荐 10s； 

 

图 2-3 基本参数配置 

步骤二：点击 或者按 RUN/STOP 按键进行测试；  

 

图 2-4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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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长纤环境测试 

根据光纤链路损耗的特性，动态范围越高可测光纤长度越长（一般预留 6-8dB

损耗作为接头等损耗），由此可知测试 160km（40km+40km+40km+40km）长度光

纤，仪表的 1550nm 动态范围要求在 40dB 及以上；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550nm，范围选择最大 240km，脉宽

选择最大 20000ns，采样时间推荐 180s； 

 

图 2-5 基本参数配置 

步骤二：点击 或者按 RUN/STOP 开始测试； 

 

图 2-6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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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PON 分路器测试 

分路器测试建议使用 1625nm 波长，以二级分路器（4 路*16 路）为例（末端

阈值建议 25dB）；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 Live，波长 1625nm，范围 5km，脉宽 1000ns，

采样时间推荐 10s； 

 

图 2-7 基本参数配置 

步骤二：阈值设置； 

 

图 2-8 末端阈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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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点击 或者按 RUN/STOP 按键进行测试； 

 

图 2-9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四：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五：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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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宏弯环境测试 

鉴于不同波长对宏弯敏感度的差异，建议选择 1550nm 或者 1625nm 测试宏弯

环境； 

现以 1550nm 波长为例，环境：1km+宏弯+1km+宏弯+2km，按以下步骤进行

测试；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端口 SM,波长 1550nm，范围 15km，脉宽推荐 100ns，

采样时间推荐 10s； 

 

图 2-10 基本参数设置 

步骤二：点击 或者按 RUN/STOP 开始测试； 

 

图 2-11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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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结果分析 

2.3.1. 结果查看 

测试完成后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看相关结果： 

方式一：通过“结果”菜单,查看相关信息； 

方式二：点击图中“事件”或者“曲线信息”菜单，查看相关信息； 

 

图 2-12 查看结果方式 

 

图 2-13 事件列表内容 

 

图 2-14 曲线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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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曲线总览内容 

方式 3：通过“分析”菜单，查看相关结果； 

 

图 2-16 分析相关结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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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工具按钮说明 

工具按钮 描述  

 

开始/停止测试； 

 

取消（框选曲线、拖动曲线按钮选中状态时） 

 

放大曲线； 

 

缩小曲线； 

 

框选曲线 

 

拖动曲线； 

 

还原曲线； 

 

分析曲线； 

 

切换曲线，当测试或打开多条曲线时切换当前曲线； 

 

删除当前曲线； 

 

优化事件显示 

表 2-2 工具按钮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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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数据处理 

2.4.1. 保存数据 

方式一：测试完成后，按下图方式可保存数据； 

 

图 2-17 保存数据 

方式二：测试完成后 FTS510 具有自动保存测试数据功能； 

 

图 2-18 自动保存数据  



FTS510 快速操作指南 

15 

 

2.4.2. 打开数据 

通过下图方式可打开测试数据： 

 

图 2-19 打开数据 

2.4.3. 报告处理 

1、测试完成后，按下图方式可创建测试报告； 

 

图 2-20 创建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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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试完成后可通过图 2-20 中方式预览报告，也可通过下图中“预览”功能

预览报告； 

 

图 2-21 预览报告 

3、打印测试报告； 

 

图 2-22 打印报告 

注：FTS510 可支持 HP DeskJet 1112 型号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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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导出文件 

数据可通过图 1-2 FTS510 所示的 USB 接口进行导出和导入，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一：在主程序界面点击“HOME”按键返回到主框架界面； 

 

图 2-23 返回主框架操作 

步骤二：进入资源管理器界面； 

 

图 2-24 主框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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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双击 user 图标进入内部存储空间 user 界面； 

 

图 2-25 存储空间界面 

步骤四：选择的文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复制到外部存储设备、删除等操作； 

 

图 2-26 文件复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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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模式测试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智能测试仅需配置端口、波长、采样时间、折射率，

其它参数默认； 

 

图 3-1 基本参数配置 

步骤二：按“AUTO”按键进行智能测试； 

 

图 3-2 测试结果曲线 

步骤三：参考 2.3 章节结果分析部分内容； 

步骤四：参考 2.4 章节数据处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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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OTA 功能  

4.1. iOTA 测试 

FTS510 主界面双击  进入 iOTA 程序。  

测试步骤如下： 

步骤一：基本参数配置，选择对应的端口和波长； 

 

图 4-1 基本参数配置 

步骤二：如果链路中存在分光器，需要进行相应设置； 

 

图 4-2 一级分路器设置 

步骤三：二级分路器设置参见上图中的一级分路器设置； 

步骤四：点击 或者按 RUN/STOP 开始测试； 

  

图 4-3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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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OTA 结果  

测试完成后，结果直接显示在界面上方，可通过界面上的“事件表”菜单，

或者通过“结果”菜单中的“事件列表”选项查看相关信息； 

 

图 4-4 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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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件功能 

在 OTDR 或 iOTA 界面中，均可通过点击“工具”菜单，开启光功率计、光源、

红光、网络工具四项可选功能，现以 OTDR 界面为例； 

 

图 5-1 工具菜单 

5.1. 功率计 

功率计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Power Meter 接口； 

步骤二：“工具”菜单，选择“功率计”菜单，进入功率计界面； 

步骤三：显示测试结果； 

 

图 5-2 功率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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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光源 

光源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SM 或 SM Live 接口； 

步骤二：“工具”菜单，选择“光源”菜单，进入光源界面，选择对应波长

的光源； 

 

图 5-3 光源操作 

5.3. VFL 

VFL 的使用按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光纤接入 VFL 接口； 

步骤二：“工具”菜单，选择“VFL”菜单，进入 VFL 界面； 

 

图 5-4 VFL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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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网络工具 

点击“工具”菜单，选择“网络工具”菜单，进入网络工具界面； 

 

图 5-5 网络工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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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Ping 

Ping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使用：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Ping”菜单，进入 Ping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设置目的 IP 地址或者 URL 地址以及其他参数； 

步骤四：点击“Ping”按钮执行 Ping 操作； 

 

图 5-6 Ping 功能操作 

5.4.2. 路由跟踪 

路由跟踪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使用：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路由跟踪”菜单，进入路由跟踪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设置目的 IP 地址或者 URL 地址； 

步骤四：点击“开始”按钮执行路由跟踪操作； 

 

图 5-7 路由跟踪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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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FTP 

FTP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使用：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FTP”菜单，进入 FTP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接入网络环境； 

步骤三：输入服务器端 IP、用户名及密码； 

步骤四：点击“连接”按钮进行连接； 

  

图 5-8 FTP 功能操作 

5.4.4. HTTP 

HTTP 功能按以下步骤操作使用： 

步骤一：点击网络工具“HTTP”菜单，进入 HTTP 功能设置界面； 

步骤二：输入 Http 地址和连接次数； 

步骤三：点击“开始”按钮，进行连接； 

 

图 5-9 HTTP 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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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光纤显微镜 

步骤一：将手柄通过 USB 接口和仪表相连； 

步骤二：将待测光纤头插入手柄； 

步骤三：点击“光纤显微镜”图标进行光纤头端面清洁度的检测； 

 

图 5-10 光纤显微镜操作 

 

图 5-11 显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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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远程登录功能 

FTS510 支持通过 PC 或笔记本电脑远程控制仪表操作，操作步骤如下： 

步 骤 一 ： 请 在 PC 或 笔 记 本电 脑 上 安 装 OPWILL 远 程 控 制 软 件

RemoteDesktopHost.exe，软件可在光盘或联系 OPWILL 公司取得； 

步骤二：将网线插入 FTS510 的 RJ45 接口； 

步骤三：在主界面点击“工具”，选择“IP 地址”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图 6-1 工具菜单界面 

 

图 6-2 IP 地址设置界面 

步骤四：点击“远程桌面”按钮，进入远程桌面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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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远程登录操作-1 

 

图 6-4 远程登录操作-2 

步骤五：在 PC 端或者笔记本上，打开软件 RemoteDesktopHost.exe，连接

FTS510 仪表； 

 

图 6-5 软件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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