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acityAdvisor™
DMTS-9200
VoLTE 功能包

适用于 DMTS-9200 容量测试系统的 VoLTE 功能包使网络设备
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能够在负载情况下测试其 VoLTE 实施。
VoLTE 测试功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特点：
yy 每个扇区可支持数百个 GBR 专用承载
yy UE 使用 SIP 连接到 IMS 网络
yy 每个 UE 的并行移动互联网活动
yy 支持客户指定的 P 头

DMTS-9200 的端到端 VoLTE 测试功能展示了因为支持 VoLTE 而对网络各个方面（从射频调度和
专用承载，一直到 IMS 中的 SIP 协议栈性能）的容量产生的影响。
高性能 DMTS-9200 平台可在单一扇区上增加数百个并行 VoLTE 会话负载以及存在并行互联网流
量的情况下评估 R-factor MOS 测量中的变化。 也可以针对不同的 VoLTE 负载级别测量 VoLTE
流量对互联网流量品质因数（例如网页下载时间）的影响。
使用了顶尖的 Viavi Solutions Workbench 来配置 VoLTE 流量配置文件，利用其使用统计概率的功
能来创建实际的呼叫到达率和保持时间分布。 它还能够测试错误路径，例如用户忙和呼叫放弃。

主要特性
yy 数千名用户的 VoLTE 流量
yy UE 与 IMS Proxy-CSCF 交互
yy 端到端 SIP 实施
yy VoLTE 起源和终端
yy 用于媒体和控制的 RTP/RTCP
yy AMR 和 AMR-WB 编解码器支持
yy 使用 Viavi Workbench 实现 GUI 驱动开发
yy 在一个测试用例中可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yy 用户可选择使用语音数据文件或随机数据
应用
yy 测试保证比特率承载性能
yy 测试 VoLTE 容量
yy 表征 VoLTE 对移动互联网性能的影响
yy 针对降级的 SINR/BLER 确定 TTI 捆绑对
VoLTE 性能的好处
yy 测量高 VoLTE 用户计数对 R-factor 平均意见
得分 (MOS) 的影响
yy 确定并行互联网流量对 R-factor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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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 可配置的 UE 注册过期计时器，可加快向 IMS 进行重新注册 的活动
yy IMS 验证
yy 可选择的 IMS 注册方法
yy 可在语音文件和语音数据随机噪声之间选择

yy 呼叫详细信息记录提供所有应用活动的高级视图
yy 快速跳转到诸如 SIP 注册和 VoLTE 呼叫等活动的信令跟踪
yy VoLTE、SIP 和互联网活动的集成视图
yy 基于应用类型、结果指示符和原因代码过滤 CDR

yy 在选择了“随机噪声”时，语音活动因子控制发送语音的 时间百分比（通
话期）

yy 与 VoLTE、SIP、互联网和 3GPP 协议层关联的消息传递单一集成视图
yy 轻松突出显示或过滤来自不同协议层的消息
yy 允许在来源组中指定要呼叫的 VoLTE UE 组

yy 与不同层关联的消息时序一致，有助于进行分析

yy 呼叫尝试之间的时间依据统计分布可变

yy 显示的所有消息的详细解码

yy 来源和应答 VoLTE 移动设备之间配置的最小呼叫长度确定 呼叫长度

yy 将集成的日志导出为文本

yy 选择首选和辅助编解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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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E 关键性能指标
会话激活尝试次数（次数）
会话激活成功次数（次数）
会话激活拒绝次数（次数）
会话停用尝试次数（次数）
会话停用成功次数（次数）
按网络列出的会话停用事件数（次数）
注册尝试次数（消息数）
注册成功次数（消息数）
注册拒绝次数（消息数）
收到的重新注册通知数（消息数）
发送的取消注册请求数（消息数）
呼出呼叫尝试次数（消息数）
呼出呼叫成功次数（消息数）
呼出呼叫拒绝次数（消息数）
收到的呼入呼叫数（消息数）
建立的呼入呼叫数（消息数）
拒绝的呼入呼叫数（消息数）
呼叫方呼叫设置时间（毫秒）
被叫方呼叫设置时间（毫秒）
呼叫挂断请求尝试次数（消息数）
收到的呼叫挂断请求数（消息数）
完成的呼叫挂断请求数（消息数）
失败的呼叫挂断请求数（消息数）
使用 AMR 编解码器发送的比特数（消息数）
使用 AMR-WB 编解码器发送的比特数（消息数）
由于错误而中断的呼出呼叫数（消息数）
由于错误而中断的呼入呼叫数（消息数）
呼叫方收到第一个 RTP 数据包时经过的时间（毫秒）
被叫方收到第一个 RTP 数据包时经过的时间（毫秒）
VoLTE RTP 关键性能指标
发送的 RTP 数据包数（数据包数）
发送的完整 RTP 数据包的总比特数（比特数）
收到的 RTP 数据包数（数据包数）
收到的完整 RTP 数据包的总比特数（比特数）
RTP 数据包延迟（毫秒）
RTP 数据包丢失（数据包数）
RTP 数据包抖动（毫秒）
收到的脱序 RTP 数据包数（数据包数）
收到的重复 RTP 数据包数（数据包数）
VoLTE SIP 关键性能指标
发送的 Register 数（消息数）
收到的 Register 200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Register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Subscribe 数（消息数）
发送的 Subscrib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Subscrib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Notifys 数（消息数）
发送的 Notifys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Notifys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Invites 数（消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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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E SIP 关键性能指标（续）
发送的 Invite 100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Invite 180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Invite 183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Invit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Invit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Ack 数（消息数）
发送的 Bye 数（消息数）
发送的 By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By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Update 数（消息数）
收到的 Update 数（消息数）
发送的 Updat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Updat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Cancel 数（消息数）
发送的 Cancel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Cancel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Prack 数（消息数）
发送的 Prack 2xx 响应数（消息数）
发送的 Prack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重发的 Register 数（消息数）
重发的 Subscribe 数（消息数）
重发的 Notify 数（消息数）
重发的 Invite 数（消息数）
重发的 Ack 数（消息数）
重发的 Bye 数（消息数）
重发的 Update 数（消息数）
重发的 Cancel 数（消息数）
重发的 Prack 数（消息数）
收到的 Register 数（消息数）
收到的 Subscribe 数（消息数）
收到的 Subscrib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Subscrib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Notify 数（消息数）
收到的 Notify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Notify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100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180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183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Invit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Ack 数（消息数）
收到的 Bye 数（消息数）
收到的 Bye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Bye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Cancel 数（消息数）
收到的 Cancel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Cancel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Prack 数（消息数）
收到的 Prack 2xx 响应数（消息数）
收到的 Prack 错误响应数（消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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