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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View XG 网络分析平板 – 关键使用案例：概述

本地技师和工程师可以借助 OptiView® XG 进行 Wi-Fi 和有线网络基础设施故障排除，使他们方便地带到任何位置，查看需要
检查的位置，从而在桌面上解决问题。借助自动发现、本地网络的映射以及用于隔离基础设施相关问题之根本原因的多种功
能，OptiView XG 可帮助在组织内分配问题处理，从而提高所有人的工作效率。

核心功能
 无线分析 – 802.11a/b/g/n/ac WLAN 的

部署、故障排除和保护集成工具
 网络分析 – 对网络基础架构进行自动发

现、映射、分析和指导性故障排除
 流量和数据包分析 – 唯一具有 10 Gbps

nGeniusONE 的无线伙伴，用于完整的 WLAN 生命周期
管理和网络基础设施故障排除
OptiView XG 以独特的平板外形集多种功能和技术于一体，为工程师连接、分析和
解决网络中任何位置出现的问题提供移动性（从接入层到数据中心以及远程站
点）。总部或数据中心工程师可以远程访问分析仪以协同诊断，即使没有现场 IT 人
员或仪器，也可直接分析问题区域。现场工程师将 OptiView XG 称为他们的“全功
能工具” – 是问题所在地和诊断远程位置的理想选择。

“有线” 分析功能的平板电脑

 性能测试 - 在高达 10 Gbps 全线速的情

况下进行网络评估、验证新的基础架构
和设备、测试服务提供商 SLA 和 QoS
有关这些核心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加
的关键用例。



结合 nGeniusONE 使用，OptiView XG 可提供从接入层到 WAN 再到数据中心
的基础设施诊断



该分析平板集成了最新的有线与无线技术，以独特的平板外形提供强大的专用硬
件，从而在网络中的任意位置连接、分析和解决网络基础设施问题



通过直观的个性化仪表板和交互式连接图示，根据需要准确显示网络



提供高达 10 Gbps 的性能测试、“有线” 和 “无线” 自动分析



在问题出现之前，通过分析所需信息、监控问题和即时通知，进行主动分析



开箱即用与个性化报告和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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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分析
更多信息请见详细的关键使用案例




完全支持整个 WLAN 生命周期 — 计划、部署、故障排除和保护
802.11a/b/g/n/ac WLAN
利用获奖的 AirMagnet WiFi Analyzer、Spectrum XT、Survey and
Planning 工具和 AirMagnet Spectrum ES™ 室内无线网络部署，您可以分析
802.11a/b/g/n/ac WLAN 环境。



查找可能危害您的网络安全的恶意客户端和接入点



识别并发现影响您的 WLAN 性能的射频 (RF) 干扰源



快速解决 WLAN 性能问题 — 配置问题、同信道干扰、缓慢客户端



无线 LAN 控制器的发现和查询功能提供有关整个站点无线网络的信息



自动创建有线和无线基础设施的详细映射，包括 AP、WLC 和无线客户端。

网络基础设施分析
更多信息请见详细的关键使用案例


实时发现引擎可发现并跟踪多达 30,000 台设备 — 主机、电话、交换机、路由
器、接入点和服务器等



独特的路径分析可提供用户和网络资源（本地、远程或基于云）之间的路径的图
形化视图，并直观显示该路径中的性能数据或主要链路和设备的问题



自动有线和无线网络映射 — 通过 OptiView 强大的发现引擎，用户能够以灵活
的拓扑图界面与网络交互，直观地查看网络配置和拓扑问题，加速故障排除。一
键将映射数据发送到 Visio 文件生成器，创建即时、专业的网络文件



通过采集和监控粒度数据（而非通过典型的网络管理系统采集的聚合数据）查看
间歇性问题。



自动检测网络问题，建议解决流程



检测 VMware ® 环境的性能，包括管理程序可用性、接口利用率以及资源使用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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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和数据包分析
更多信息请见详细的关键使用案例



解决难以处理的应用程序问题时，确保数据包捕获线速高达 10 Gbps 且零丢包
顺序存储到磁盘功能可让OptiView XG 分析仪捕获的多个数据包按顺序存储在的
内部磁盘或外部存储设备中，进而实现长期捕获或多触发事件的捕获，以确保您
能够捕获到成功分析所需的所有数据包。



以图形的方式直观显示捕获的流量，并借助强大的深入分析功能，提高根本原因
分析的速度



SPAN 或 TAP 实时流量分析可显示最活跃的主机、最活跃的会话、首要协议 —
迅速了解谁正在使用您的带宽



直接在线（高达 1 Gbps）实时查看流量或捕获线速，无需外部接头，节省时间
和精力

性能测试
更多信息请见详细的关键使用案例


故障排除网络瓶颈、验证新的架构、以及评估网络新的技术或应用程序部署，测
试服务提供商 SLA 和端对端 QoS



检测高达 10 Gbps 的网络的带宽、延时、抖动、丢包、测试 QoS 和可用性方面
的端对端性能



在运行速度情况下（低于线速）的测试结合路径分析，揭示网络瓶颈，提高故障
诊断速度



服务级别测试和多个测试流（多达 8 个同步）可确保您整个网络 QoS 的可用性
和性能（不论运营商链路是否支持 QoS ）

创新的设计与强大的定制硬件可加速网络工程师的作业速
度
手持式外形
OptiView XG 平板分析仪功能广泛，适应当今的动态网络与多样化网络，其手持式
便携外形适用于网络中的任何地方。从远程或本地用户角度来讲，它是唯一一款能
够从远程或本地用户的角度分析有线网络（1 GbE、10 GbE）及无线网络
(802.11a/b/g/n/ac) 问题并进行故障排除的工具。其独特的手持式外形专为网络工
程师而设计，可提供支持排除网络任何位置（包括网络工程师的桌面、数据中心或
终端用户位置）问题的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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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点
便携式 - XG 携带极方便。对角线尺寸为 14 英寸（36 厘米）。仅重不足 6 磅（2.5 千克），厚为 2 英寸（5 厘
米），可在任何地方使用。
多个无线适配器 — XG 内置两个 Wi-Fi 适配器和一个 Spectrum 适配器。OptiView XG 配备多个适配器，加上
其便携性，无需交换适配器或使用额外的外部硬件，使得 WLAN 分析与故障排除变得非常轻松。
高分辨率显示屏 — 10.25 英寸、1024x728 的高分辨率 LCD 大型显示屏，显示效果极其清晰且逼真，适合同时
浏览与分析大量数据。
超长的 2 小时电池量 — XG 的电池可进行长达 4 小时的有线或无线分析（或 2 小时的有线和无线分析）。电池
可热插拔，因此 XG 使用时间极长，而不会丢失数据。
连接性 — XG 支持 10 Gbps 和 1 Gbps 光纤、10/100M 和 1 Gbps 双端口铜缆以及 802.11a/b/g/n/ac
WLAN。
性能 — XG 运行 Windows® 10 Enterprise IoT LTSB（64 位），4 GB RAM。配备一个 240 GB 固态移动硬
盘。XG 采用 Intel® Core™ Duo 1.2 GHz 处理器获取处理能力。XG 能以 10 Gbps 速率全线速捕获数据，并有
一个 4 GB 专用捕获缓冲区。

USB

网络
测试中的端口
RJ4510/100/1000 Mbps

eSATA 端口

外部监视器 (VGA)

网络
测试中的端口
SFP 100 Mbps/1 Gbps

管理端口

USB

网络
测试中的端口
SFP+10 Gbps

序列号

19V/4.7A 电源

http://enterprise-cn.netscout.com/content/optiview-xg-network-analysis-tablet-key-use-case-overview

外置天线
连接器

手带点

热插拔电池

4/11

2017/6/9

OptiView XG 网络分析仪平板电脑：概述| NETSCOUT

直观的用户界面，具有可定制仪表板、智能导航以及易用
报告功能
用户可配置的仪表板

可定制的仪表板

为合适的用户群呈现有关数据。OptiView XG 具有可广泛定制的仪表板，可将所收
集的信息转变为可操作性数据。该仪表板可按照个别用户或站点的要求定制。将其
保存并发送给团队的不同成员。仪表板为您提供网络的当前状态概览，包括关键路
径、路由器、交换机、服务器、接入点以及其他基础架构设备的关键指标。远程用
户甚至可以创建仪表板以便亲自了解网络运营的情况。

网络问题报告引擎
OptiView XG 提供许多内置的报告，可迅速、轻松地报告网络基础设施问题。在查
看屏幕时，按“Report（报告）”键生成有关协议、最活跃主机、最活跃会话、设
备、网络、问题等的 HTML 或 PDF 格式报告。
只需单击几下鼠标即可利用可配置的仪表板来定制开箱即用的报告并创建完全定制
的报告。用户能够选择在报告中填入哪些数据，从而迅速查看所需的信息。您甚至
可以根据特定用户资料来创建报告，轻松地为特定部门或收件人生成报告。
可定制的报告

配置文件管理
配置文件管理功能可将仪表设置保存为站点或客户端特定的配置文件，从而加快了
在不同网络间移动时的仪表重新配置的速度。根据需要为特定站点或网络配置 XG，
并将该配置文件保存到仪器上或导出到另一个 XG 上使用。连接不同的网络时，只
要加载所需配置文件即可完成 XG 配置并立即开始分析。是系统集成商、现场工程
师、咨询师或审计员的理想选择，节省时间并确保不同会话之间数据的一致性。

配置文件管理

问题报警和通知— SNMP 陷阱和系统日志消息
OptiView XG 可扫描整个网络基础架构，识别问题并提醒您的注意。发现问题后，
XG 利用内置 Windows 事件日志、SNMP 服务和系统日志代理将问题通知发送至
用户的网络管理系统（通过 SNMP 陷阱或系统日志消息），然后再转发到相关技术
人员。

http://enterprise-cn.netscout.com/content/optiview-xg-network-analysis-tablet-key-use-case-overview

5/11

2017/6/9

OptiView XG 网络分析仪平板电脑：概述| NETSCOUT

问题报警和通知 – HeadsUp™ XG 移动应用程序
借助于面向 Apple iOS（可通过 Apple iStore 免费下载）和 Android 设备（可通
过 Google Play 下载）的 HeadsUp XG 移动应用，您可以接收来自 OptiView XG
平板网络分析仪的实时通知。即时通知意味着您可以始终与自己的网络保持“联
系”，甚至在用户开始呼叫客服前就已经发现主要问题！

用于 iOS 的 HeadsUp XG 应用程序

利用 HeadsUp XG 浏览您的 OptiView XG 装置，深入了解问题日志上的问题。报
告受影响的设备和具体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错误、警告、信息）和检测到的
时间。此外还显示已经解决的问题，以及检测到解决的时间。该应用程序还提供详
细的帮助文档，或内置 “专家系统”，提供有关问题类型的背景信息，以及问题出现
的原因和解决方法。将一切掌握在手，您就可以更快地对出现的问题作出回应。您
可以确定某个问题是“红色报警”还是无需立即解决，从而提高您管理时间的效率。
多个用户可通过 HeadsUp XG 访问并从您的 XG 获取通知。
您可在手机或平板上以及通过应用的同步功能远程“清除”XG 上的问题。从 XG 清除
的问题会同时并自动从您的手持设备上清除。

远程用户界面和访问

远程用户界面 - OptiView 浏览器

只需在 Web 浏览器中点击正确配置的 OptiView XG 平板分析仪的 IP 地址，即可
检索保存的报告和捕获文件。您还可以安装远程用户界面 (UI)，并通过 TCP 连接利
用您的 PC 远程访问 OptiView XG。一旦安装了远程 UI，只需在界面中输入
OptiView XG 的 IP 地址，即可查看默认的仪表板。接着，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远程
仪表板，以个性化的方式查看网络。
OptiView XG 和远程 UI 之间的通信可以加密。单一便携式 OptiView XG 可以支
持最多三十二个远程会话，以便协同进行故障排除，或者可以在一台 PC 上打开多
个会话以提供远程 “NOC” 视图。OptiView XG 具有单独的管理端口，能够独立于
在测试端口的网络进行“带外管理”。使用远程界面时，所有创建的仪表板被保存在
用户的 PC 中，以便对各远程用户进一步定制。

用户帐户
您可以添加并修改各个 OptiView XG 用户的安全信息，以防止对某些功能的未经授
权使用，从而遵守规章或内部政策。例如，它可以使用户访问强大的故障排除功能
（如 SNMP），同时隐藏团体字符串。可以禁用的功能包括信息包捕获和解码、流
量生成、远程用户界面和 OptiView XG 配置。

上下文帮助
帮助信息根据上下文链接到 OptiView XG 的各个屏幕。当显示该帮助屏幕时，您可
以从目录中选择其它信息，选择索引项，或是针对任何帮助主题或术语进行全文搜
索。
OptiView XG 和远程 UI 之间的通信可以加密。单一便携式 OptiView XG 可以支
持最多三十二个远程会话，以便协同进行故障排除，或者可以在一台 PC 上打开多
个会话以提供远程 “NOC” 视图。OptiView XG 具有单独的管理端口，能够独立于
在测试端口的网络进行“带外管理”。使用远程界面时，所有创建的仪表板被保存在
用户的 PC 中，以便对各远程用户进一步定制。

可拆卸硬盘
该功能对分类网络和安全环境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可确保保存在网络分析仪硬盘
中的敏感数据不会对外泄露。可将 OptiView XG 平板分析仪发现的网络信息存储到
移动硬盘，只需取下并更换硬盘即可在分类环境之间、以及分类和未分类系统之间
移动 OptiView XG。可提供额外预配置硬盘（备用硬盘预配置 Windows 10 OS 和
OptiView 操作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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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VIEW XG 网络平板分析仪附带提供：


具有额外存储空间的皮质便携箱



肩带和手拎带



交流电源适配器/充电器



铁笔



入门指南



U盘



2 米 (6 英尺）屏蔽双绞跳线



内置移动硬盘

具有无线功能的 OptiView XG 平板（WL、PRO、PLUS 和 EXPT 型
号）配有一根带安装五金件的外部定向天线和一根全向天线（未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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