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S-6000
紧凑型光测试平台

主要特性
●  结构紧凑，重量轻，高度集成

●  已经可以支持40多个应用模块

●  有IL/ORL、OTDR、PMD、CD 或 WDM 插拔模块选择

●  与MTS-51001和 MTS-8000的插拔模块兼容

●  带有内置的 VFL、功率计、LTS与视频检查显示选件，具有  

  全面的连接检查功能

●  内置的光话机选件用于使用光纤通话

●  话机中的数据模式能够对两个远端单元进行配置、测试与结  

  果采集

●  在严酷度、跌落测试、扩展电池寿命等方面超过 Telcordia 的  

  技术指标

ACTERNA 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

JDSU的MTS-6000是一个结构紧凑的、重量轻的测试平台，设计用于安装与维护

光纤网络。它为现场技术人员提供当今市场上最高级别的性能与可升级能力。

MTS-6000具有模块化的设计，它能够提供广泛的测试功能，具有40多个不同的

光纤模块用于各种类型的应用。MTS-6000的多功能性使得技术人员能够采用一

种类型的测试设备进行标准化的测试，然后可以引入新的现场测试功能而无需增

加成本。

由于MTS-6000与我们目前现有的光纤模块产品系列兼容，技术人员可以现场在

MTS-8000多网络测试仪平台与MTS-6000之间更换插拔模块，无需其它的工具。

为了确保您在测试设备上的资金投资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率，现有的MTS-5100的

OTDR模块可以（采用扩展）被转化为与 MTS-6000 一起使用。

1 与MTS-5100 的 MM, SR, DR, HD, 和 VHD OTDR 模块兼容

特点
– 物超所值

– 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 更高的灵活性，能够满足未来的测试需求

– 无可比拟的速度与功能

– 更高的生产率

网址：www.jdsu.com/acterna 邮箱：sales.china@.jdsu.com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内置 VFL，

功率计，

损耗测试仪

与话机功率计

可视故障定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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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6000 紧凑型光测试平台

麦克风

(4) 成模缓冲垫

(7) 软功能键
（上下文相关）

(5) 直接访问键与
启动／停止

浏览键键盘

可取出的高容量锂离子电池
（8小时电池寿命）

MTS-6000  前面板

功率计 可视故障定位仪

AC 输入

耳机 光话机/
光源

(2) USB 端口
(视频检查显示选件)

MTS-6000 顶视图

MTS-6000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平台，它具有一个模块插槽、一个大的高可视度的彩

色显示屏（触摸屏为选件）、一个高容量的锂离子电池、一个可选的视频检查显微

镜（通过USB端口），以及可选的内置光测试功能，如可视故障定位仪（VFL）、

功率计与损耗测试仪（LTS）。

8.4" 室内／室外 TFT彩色显示屏，
触摸屏可配置

高速以太网
端口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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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6000 紧凑型光测试平台

结构紧凑，高度集成 
MTS-6000的多功能性使得它能够解决FTTx／接入网／城域网或者速度为10 Gb/s与
40 Gb/s 的长途／快捷网。

– 内置 VFL、功率计、LTS、话机／数据以及视频检查显微镜选件（同时）

– 在一个模块内具有插入损耗（IL）与光回损（ORL）功能（双向）

– 在一个模块内具有光时域反射计（OTDR）与色散（CD）功能

– 在一个模块内具有极化模式色散(PMD)，波分复用（WDM）与光谱衰减（SA）功能

宽范围的测试应用
– 对点到点网络执行端到端连接性测试，包括对PON进行分段测试（不带有分束器）

解决方案：带有1310/1550 nm波长的 MM、SRe、DR或HD OTDR模块的MTS-6000

– 对PON的端到端连接性测试，包括分束器性能测试

解决方案：带有 1310/1490/1550 nm波长的 VLR OTDR 模块的MTS-6000

以及选件 VFL、功率计与视频检查显微镜

– 在线维护与故障查找而不引起业务中断

解决方案：带有 1625 nm 波长 OTDR 模块的 MTS-6000

– 端到端连接性与光纤熔接特性测试

解决方案：带有 1310/1550/1625 nm 波长的 HD 或 VLR OTDR 模块的 MTS-6000

以及选件 VFL、功率计与视频检查显微镜

– 端到端连接性与光纤熔接特性测试

解决方案：带有 1310/1550/1625 nm 波长的 UHD OTDR 模块的 MTS-6000

1550 nm 波长的动态范围为50 dB

– 高速传输系统中光纤的损耗／色散特性测试

解决方案：带有 PMD、CD/OTDR或OFI 模块的 MTS-6000

– 光纤特性测试并验证其承载多个信道的适用性（水峰）

解决方案：带有1383 nm 波长的VLR OTDR模块的 MTS-6000

采用组合的 PMD/WDM/SA 模块

– 未来所开发的新技术

解决方案：具有 JDSU 新应用模块的 MTS-6000

模块化设计

LAN/FTTx/接入网

城域网／核心网

10G/40G: 光纤特性

超长距离网络

用于CWDM/DWDM 的系统升级

能够满足未来需求的模块化平台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MTS-6000 紧凑型光测试平台

宽范围的 OTDR 模块
JDSU已经开发出宽范围的现场可替换OTDR模块，适用于任何网络类型上的任何应

用。JDSU提供了30多个OTDR模块，用于对任意多模或单模网络进行测试与故障查

找。MTS-6000 具有 JDSU的业界领先的 50 dB UHD OTDR模块。

高性能
JDSU OTDR模块产品系列是产业内的性能参考。MTS-6000具有新的 VLR 以及 UHD 

OTDR 模块，它能够提供：

– 业内最好的光学技术指标

– 最高的动态范围（1550 nm 波长为50 dB）

– 最短的事件盲区（对于 VLR模块为80 cm）

– 业内最好的数据采样速度

快速而精确的故障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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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0 dB的动态范围为业界领先者

革命化的 80 cm盲区

– 快速检测

– 精确的故障定位

– 一键式自动测试

– 无需特定的设置

– 距离、损耗与 ORL 测试

市场上独特的仪表：
自动双向数据采集与分析

用于端到端开通的理想仪表
需要执行OTDR 双向测试以便获得真正的、精确的熔接损耗读数。JDSU已经开发出一

个创新的自动双向分析功能，此功能被直接集成在 MTS-6000 平台上，至少比传统的

双向分析所需要的时间节约了 50%。

– 真正的熔接损耗测试

– 揭示在一个方向上被盲区所隐藏的事件

– 通过采用相同的设置，消除了操作员的错误。

– 光纤连接性自动检查

– 采用正确的参数立即进行迹线对齐 

MTS-6000 覆盖了所有的 OTDR 应用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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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模色散（PMD）测试
– 快速而精确地测试 PMD 延时、PMD 系数与二阶PMD

– 一个被认可的标准化方法

– 结构最紧凑的 PMD 测试解决方案

– 抗冲击与抗振动设计（没有移动部件）

– 能够通过多个放大器进行测试

– 提供统计与长期监测

DWDM 维护测试
–  测试S、C与 L波段的信道电平、功率与波长

–  结构最紧凑的 WDM 测试解决方案

–  1485 nm 到 1640 nm 波长测试

–  高波长精度

–  抗冲击与抗振动设计（没有移动部件）

–  提供统计与长期监测

组合的 PMD、WDM与谱损耗（SA）测试
– 支持 CWDM 与 DWDM 系统的验证，包括在全光谱带宽上的光纤损耗。

–  结构最紧凑的 PMD/WDM/SA 测试解决方案

– 在全光谱带宽上的1260 nm 到1640 nm WDM 测试

–  一个高性能的 PMD 模块

– 采用 SA 测试，获得 1260 nm 到 1640 nm 全部损耗与 dB/km 值

–  抗冲击与抗振动设计（没有移动部件）

插入损耗（IL）与光回损（ORL）测试
– 测试双向插入损耗、光回损与光纤长度

– 一键式自动测试

– 由 1310 nm、1490 nm、1550 nm 与 1625 nm 中选择三个波长

– 双向测试功能

– 与 OFI-2000 多功能损耗测试仪兼容

色散（CD）测试
– 执行 1260 nm 到1650 nm 的色散分析

– 结构最紧凑的 CD 测试解决方案

– 抗冲击与抗振动设计（没有移动部件）

– 仅需连接到光纤的一端

– 分段分析功能用于故障查找

– 集成了一个 4-波长 OTDR与一个光源

用于任何光测试的合适工具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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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能力提高生产率
在光纤测试过程中，如果电话线不够或移动电话覆盖不到，MTS-6000能够提供一个内置

的光话机选件用于在测试技术人员之间进行永久通信。近端与远端技术人员可以互相进

行通信，避免了许多测试错误，如果需要派出另外的人员，则这些错误会增加成本。

对于双向测试，它需要近端与远端仪表都能够采集数据，光话机上的数据模块使得两个

仪表在OTDR测试过程中能够同步数据采集，并且可以调用测试结果进行通过／失败分

析。

– 45dB 的光话机

– 通过光纤进行文件传送的功能

– 远端仪表的远程控制功能

– 话机与 OFI-2000 和 OTS-55 单独使用的光话机兼容 

高效的测试报告生成
采用 JDSU 的光纤迹线与光纤光缆分析软件传送数据与生成全面的报告。

– 生成高度客户化的性能验证报告

– 为每个测试结果生成专门的列表（OTDR、CD、PMD、ORL 等）

– 通过／失败指示用于快速故障区域分析

– 微弯识别与故障报告综述功能

MTS-6000 紧凑型光测试平台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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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附件系列
可以提供各种附件，这些附件将为技术人员提供他们在使用 MTS-6000 

全面的测试功能时所需要的所有工具。

加入 MTS 光测试解决方案系列
基于相同的图形用户界面与文件格式，MTS-6000与MTS-8000系列形

成了一系列解决方案用于高性能现场测试。此外，光纤应用插拔模块在

MTS-6000与MTS-8000之间可现场更换，确保能够获得最大的灵活性。

MTS-6000能够容纳一个光纤应用插拔模块。MTS-8000能够同时容纳多

个模块，在一台仪表内几乎可以提供网络测试功能的任意组合。此外，

MTS-8000还可以提供：

– DWDM 开通测试

– 双端口光谱分析

– DWDM 信道隔离功能，用于 BERT 分析

–  E1/T1 to 10G BERT 分析

– 10/100/1000/1G/10G 以太网测试

– E1/T1 to 10G BERT analysis

– 10/100/1000/1G/10G Ethernet testing

带有可选鼠标、键盘、电池、耳机、AC/DC 适配充电器以及视频检查
显微镜的MTS-6000

MTS-8000 现场可扩展光测试平台

OTDR 主要技术指标

   高性能 短动态 高动态  较高动态 超高动态

   多模 MM 单模 SRe 单模 HD 单模 VLR  单模 UHD
中心波长(1)  850/1300 nm 1310/1550 nm 1310/1550 1310/1383/1490 1310/1550/1625 nm

     /1625 nm           /1550/1625 nm(5)

   ± 20 nm ± 20 nm ± 20 nm ±20 nm ±20 nm 

      ± 10 nm 用于 1625 nm ± 10 nm 用于 1625 nm

激光器安全级别(21CFR) 1类  1类 1类 1类 1类

脉冲宽度 3 ns 到 200 ns 10 ns 到 10 μs 10 ns 到 20 μs  3 ns 到 20 μs 10 ns到 20 μs

距离范围高至  80 km  高至 260 km   高至 380 km  高至 380 km  高至 380 km

RMS 动态范围(2)  25/23 dB  34/32 dB   42/40/40 dB        45/43/42/43/43 dB  46/50/46 dB

事件盲区 (3)  1.5 m  3 m  4 m   0.8 m   4 m

衰减盲区 (4)  5 m  25 m  15 m  4 m  15 m

1) 中心波长：激光器处于25℃，对于单模光纤测量 10μs，对于多模光纤测量 50 ns。
2) RMS动态范围：在 3 分钟平均之后，在光纤的起点处的外插后向散射电平与RMS噪声电平之间的单路差异。
3) 事件盲区：在比一个不饱和事件的峰值低±1.5 dB 处进行测试。
4) 衰减盲区：采用一个FC／PC型反射在线性回归±0.5 dB 处进行测试。
5)  +/-10nm, 在在线测试模式下。

电话：010-51267502，400675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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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6000 技术指标 
( 25°C时的典型值)通用技术指标

显示

TFT 彩色显示屏，8.4"，LCD 800 x 600，高分辨力

（标准配置）

触摸屏，TFT彩色显示屏，8.4"，LCD 800 x 600,

高分辨力（可选配置）

存储和 I/O 接口

内部存贮器 1000 个测试结果

扩展存贮器 (可选) 最小1 GB(可选)

2x USB V1.1, 1x RJ-45 以太网

电源

电池类型 标准可取出锂离子电池 

尺寸与重量

带有一个插拔模块与电池的主机

 (l x h x w) 285 mm x 195 mm x 93 mm

  (11.2 x 7.7 x 3.7 in)

仅主机（不带有电池与模块） 2.4 kg (5.3 lb)

带有一个插拔模块与电池的主机 3.4 kg (7.5 lb)

基本单元光接口（可选）

功率计  

功率范围 +10 到 -55 dBm

校准波长 850, 1310, 与 1550 nm

连接器类型 通用推／拉型  (UPP)

话机

波长 1550 nm ±20 nm

动态范围 >45 dB 范围

功能 带有数据／文件传送

激光器安全级  1M 类激光器

连接器类型 现场可更换型

可视故障定位仪 (VFL)

波长 635 nm ±15 nm

输出功率电平 <1 mW

激光器安全级  2 类激光器

连接器类型 通用推／拉型 (UPP)

连续波（CW）光源

波长（选择） 1310, 1550,与 1625 nm

输出功率 -3.5 dBm

15 分钟稳定度  最低± 0.02 dB

8 小时稳定度  ± 0.2 dB

激光器安全级  1M 类激光器

连接器类型 现场可更换型

视频检查显微镜（通过 USB）

放大倍数  250X 或 400X，通过USB 端口

订货信息

基本仪表

MTS-6000 平台，带有高可视性彩色显示屏与电

池组 EM-6000

MTS-6000 平台，带有高可视性触摸屏与电池组

 EM6000T

扩展存贮器 E60EXTMEM

带有 UPP 连接器的 VFL E80VFL

光话机 E80TS

带有 UPP 连接器的光功率计

(提供2.5 mm 作为标准配置) E80PM

带有光话机的光损耗测试仪

(1310/1550/1625 nm) E8036LTSTS

主模块（单插槽插入模块）

OTDR 模块 E81xxSR, E81xxDR, E81xxHD, 

  E81xxVLR, E81xxUHD

PMD 模块 E81PMD, E81WDMPMD

WDM 模块 E81WDM

CD 模块 E5083CD

OFI 模块 E81xxOFI

(详细技术指标请参见单独的模块技术说明。)

应用软件

光纤迹线软件(用于后处理) EOFS100

光纤光缆软件

(用于验收报告生成) EOFS200

用于损耗测试仪与话机选件的光连接器（连接器必

须是相同的类型）

现场可更换型连接器：EUNIPCFC, EUNIPCSC, 

EUNIPCST, EUNIPCDIN, EUNIPCLC, 

EUNIAPCFC, EUNIAPCSC, EUNIAPCST, 

EUNIAPCDIN, EUNIAPC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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