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AVI Solutions

MTS-8000 MTS -6000A

随着高速 DWDM 传输网络、40 Gbps 网络和与生产现代低偏振模色散 (PMD) 光纤

关联的准100 Gbps 网络的发展，推动了极低（飞秒级）和高可重复性 PMD 测量的需

求。

在对光纤高数据速率传输的适合性进行特性分析时，PMD 是最重要的考虑参数之一。 

尽管 10 Gbps（以太网或 [SONET/SDH]）网络的 PMD 限制不会对传输部署造成大的障

碍，但对于 40G 和 100G 网络，需要对PMD阈值进一步降低的潜在问题加以清晰而正

确的考量。与色度色散 (CD) 和衰减曲线 (AP) 高性能测试相结合的可靠、精确的 PMD 

测量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VIAVI Solutions 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优化工具，支持以非常高的可

重复性对任何光纤链路的标准 PMD 和低 PMD 值进行验证，同时支持对 CD 和光谱衰

减 (SA) 进行验证。

适用于 VIAVI MTS 平台的高级光模块

基于 MTS-6000A 和 -8000 平台的高分辨率色散分析仪，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现场便携

式测试仪器，而且没有牺牲性能和可靠性。

主要特性

 y 具有高测量可重复性的飞秒级 PMD 分析仪

 y 唯一能够支持标准 PMD 和极低 PMD 测量
（0 fs 至 18 ps）的全便携式电池供电解决
方案

 y 拥有专利的 PMD 测量设计

 y 链路和网络特性分析要求将 PMD、CD 和  
AP 测试功能相结合

 y 适合地面网络、架空网络、带放大器网络和
海底网络拓扑

 y 现在可支持高速 40 Gbps 传输测试， 
并且已经具备 100 Gbps 测试能力

应用 

 y 执行高分辨率 PMD、CD 和 AP 测量

 y 验证 DWDM/CDWM 高速网络（高至
40G/100G）

 y 在安装前后对现代 PMD 光纤和极低 PMD  
光纤进行特性分析

 y 验证带放大器的链路，包括海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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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了高速传输部署的三个关键光纤测试参数： 

PMD、CD 和 AP
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面向未来的设计使其适合于当今的 10 Gbps 和 

40 Gbps 网络测试，并且具备了未来 100 Gbps 网络的部署测试。

 y 多合一解决方案减少了光纤连接次数，并缩短了测试时间

 y 支持 DWDM 传输网络全面的光纤特性分析

 y 可实现快速 PMD 测量

 y 利用相移实现准确的 CD 测量 

 y 支持每公里损耗 (dB) 光纤验证

高分辨率色散解决方案集成在 MTS 平台中，适用于各种光纤光学现场测

量应用。

其大小、重量和电池供电方式使其非常适合于外厂测试。其支持的个人计

算机接口系列和远程控制能力，使其非常适合于局端或前端使用。

 y 提供市场上最紧凑的色散测试解决方案

 y 无移动部件的防震仪器（通过 70 厘米高的跌落测试）

 y 提供内部/在线波长校准功能

以飞秒级精度测量 PMD 时延

DWDM 网络使用现代光纤，提升了传输速率，并要求能够在不影响传输

距离的情况下准确测量极低 PMD 值。

 y 支持 0 fs 至 18 ps 的测量范围

 y 支持 48 dB 的动态范围，适合于任何城域-接入网络、城域-核心网络和超

长距离网络

 y 计算二阶 PMD 时延和系数

测量多种偏振态

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集成了偏振加扰功能，能够在多种偏振初始状

态下进行测量。

 y 可自动覆盖各种偏振初始状态

 y 可支持高重复性测量，即使是最低的 PMD 时延测量

宽带光源

可用于任何 MTS-6000A 或 -8000 平台的最新高分辨率 BBS1A 宽带光源

模块非常适用于高分辨率色散测量应用。此光源模块不仅集成了最新的高

分辨率 PMD 测试技术，而且还结合了 CD 和 AP 测量功能。

 y 支持 ITU-T SCL 波段覆盖

 y 只需激活一次光源便可连续进行 PMD、CD 和 AP 测量

 y 无需预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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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测试解决方案

借助 MTS-6000A 和 -8000 平台的可扩展设计，现场技术人员可快速轻

松地插入适当的测试模块，用于执行从 OSP 到 CO 的精确测量。

结合 VIAVI 其它光学测试功能的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帮助技术人

员使用该多合一解决方案对光纤网络进行完全特性分析，该解决方案支持

如下测试：

 y 光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

 y OTDR

 y 色度色散

 y 偏振模色散

 y 光谱衰减曲线

 y 适用于 CWDM 和 DWDM 的传统光谱分析仪

 y ROADM 和高性能光谱分析仪

从快速测量到快速通过/失败指示

将色散结果直接与预定义的阈值进行比较，通过/失败告警便可提供即时 

信息，帮助用户快速直观地完成一整套测试的检验，节省测试时间。

每信道比特率 
(Gbps) 传输

1550 纳米处的 CD 

容限值（ps/纳米）

PMD 容限值 

(ps)

10 SDH/SONET—

NRZ
1176 10 至 13

10 以太网 738 5

40 SDH/SONET 73.5 2.5

适合于任何应用的两个集成测试套件

VIAVI 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提供了两种配置：

 y 套件 1 包括具有高分辨率 PMD 分析仪功能的 MTS-8000 平台和具有高分

辨率宽带光源模块的 MTS-6000A 平台。

 y 套件 2 包括具有高分辨率色散 (PMD/CD/AP) 分析仪功能的 MTS-8000 平

台和具有高分辨率宽带光源模块的 MTS-8000 平台。

直接生成报告

该解决方案附带了一个完整的 PC 端 Microsoft Windows® 软件应用程序，

可生成详细、专业的色散报告。

此应用程序提供：

 y 高度可定制的性能可靠性报告

 y 超出范围值汇总

 y 完整的光纤特征分析报告，包括 OTDR、CD、PMD 和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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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高分辨率色散测试解决方案 –25°C 时的典型规格1

光接口

适用的光纤 9/125 μm 单模光纤

可更换的光连接器 FC、SC、ST、DIN、LC

偏振模色散

动态范围 1, 2 48 dB

PMD 测量范围 3 0 fs 至 18 ps

PMD 不确定性 4, 5 ±20 fs ±2%

测量时间 6 30 秒起

衰减曲线（仅随套件 2 提供）

动态范围 1, 7 45 dB

波长不确定性 ±0.1 纳米

测量时间 6 3 秒

测量不确定性 10

   1550 纳米处 

   1625 纳米处

±0.003 dB/千米 

±0.004 dB/千米

色度色散（仅随套件 2 提供）

波长范围

   采集 

   显示

 

1460−1640 纳米 

1260−1650 纳米

波长不确定性 ±0.1 纳米

最小长度 1 千米

动态范围 1, 8 33 dB

测量时间 10 至 30 秒

80 千米 

G.652
10 千米 
G.655

零色散波长 

不确定性（纳米）

不适用 ±4.5

零色散波长 

可重复性（纳米） 9
不适用 0.4

色散不确定性（ps/纳米.千米） 10, 11 ±0.06 ±0.3

色散可重复性（ps/纳米.千米） 9, 10 0.02 0.02

宽带光源 (E81BBS1A)

典型输出功率 +11 dBm

光谱范围 1460−1640 纳米

最低谱线密度 12 >−40 dBm/0.1 纳米

 

订购信息 
 
测试解决方案说明 部件号

包含 MTS-8000 和 MTS-6000A 平台的 

高分辨率 PMD 套件 1
EMTSHRESPMDKIT1

包含 MTS-8000 平台的高分辨率色散 

(PMD/CD/AP) 套件 2
EMTSHRESDISPKIT2

包含 MTS-8000 和 MTS-6000A 平台的高分

辨率 PMD 套件 1
ETBHRESPMDKIT1

包含 MTS-8000 平台的高分辨率色散 

(PMD/CD/AP) 套件 2
ETBHRESDISPKIT2

 

1. 在相应模式下配有宽带光源模块 E81BBS1A
2. 适用于套件 1。对于套件 2，减去 6 dB
3. 含强模式耦合

4. 强模式耦合 1500−1600 纳米测量范围。PMD < 10ps
5. 最大 35 dB 衰减

6. 未经过平均

7. 经过平均

8. 使用 80 千米 G.652 光纤测量

9. 在没有 PSM 模块的情况下获取的动态范围。通过 PSM 时适用 1.25dB 的典型额外预算损耗

10. 可重复性参考典型的 One-Sigma 标准偏离值，针对 20 个系统循环测量获得

11. 1530−1570 纳米波段

12. 不包括参考光纤的不确定性

13. 1470−1630 纳米范围内

http://www.viavisolution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