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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指导

性能对比
功能与特性 LRAT-1000 LRAT-2000 LR-G2

测试 PoE 90W 负载 •
测试 以太网电源供电器 •
支持 DHCP 选项 43、
60 和 150 

 •

通过“Stop After”调整或
终止 AutoTest 的测试目标 •

在连接到交换机时测试
线缆开路 •

使用内置摄像头记录测试
并扫描条形码 •

捕获数据包并上报 •

测试和监控 VLAN 中继端口 •

运行 Android 应用以执行
完整的工作流程 •

测试 PoE 30W 负载 • •
性能测试反射器 • •
执行线缆测试 • • •
执行交换机测试 • • •
执行 DHCP、DNS 和
网关测试 • • •

测试 IP 目标 10 10 无限
电池 AA X 4 锂电池 锂电池
价格 $1,195 $1,995 $2,995

LinkRunner® G2 LinkRunner® AT

LinkRunner G2 和 LinkRunner AT 都是网络测试仪，可帮助 IT 工程师和
系统集成商验证以太网接入网络并进行故障排除。而 LinkRunner G2 是新
型的网络测试仪，具有 Android 操作系统和类似于智能手机的用户界面。

LinkRunner G2 产品的测试功能提供了超越 LinkRunner AT 的可视度、多
功能性和价值。使用 LinkRunner G2，您可以：

确保完整的 PoE 验证：对高达 90W 的 IEEE 802.3bt 供电设备进行
电压测试和功率验证，同时测试以太网电源供电器的电压。

轻松验证 Wi-Fi 接入点和 VoIP 电话部署的网络准备情况：自动提供 
VLAN 可见度，支持 DHCP 选项 43、60 和 150。

对不同大小或处于不同完工阶段的网络进行可配置的 AutoTest 测
试，从而节省时间：AutoTest 的“Stop After””功能、不限数量的 IP 目
标连接测试、“Continuous”测试功能，可用于检查与 IP 目标的连接
一致性；并提供大容量内部和外部存储，用于存储测试结果和站点数
据。

连接到交换机后，可节省时间并具有更多功能：减少往返 MDF/IDF 的
次数。检测链路速度问题和交换机端口连接，将图片或注释添加至测
试结果。

通过高级故障排除功能实现更快的 MTTR：利用数据包捕获和 VLAN 
监控等功能，使问题上报更加高效。

通过可下载的 Android 应用轻松执行测试之外的其他任务：配置设
备，使用网页浏览器与公司系统交互，并可使用软电话应用进行 VoIP 
呼叫。

与 LRAT-2000 相比，LR-G2 可根据您的特定网络环境和测试需求，提
供更高价值。因为它能提供更好的可视度、更简单的操作和更多的协
作机会。

LinkRunner® G2
LinkRunner® AT



1. 确保完整的 PoE 验证

 

您知道吗？

2. 轻松验证 Wi-Fi 接入点和 VoIP 电话部署的网络状况就绪情况

LinkRunner G2 是唯一可在线缆末端对 90W IEEE 802.3bt PoE 供电设备验证
电压和功率的工具。在监控任何电压降时，可施加高达 71W 的负载。它还可以验
证来自 以太网电源供电器的高于 10V 的电压。

LinkRunner® G2 是市场中第一款包含内置摄像头、手电筒、话筒和扬声器
的智能网络测试与分析工具，让用户能够更轻松地使用视觉证据记录问题
并高效协作，不再需要手机。 验证 IEEE ���.�bt � 类

供电设备的电压和功率。
验证 ��V以太网电源供
电器的电压和使用的线
缆对。

网络管理员通常需要在连接 Wi-Fi 接入点和 VoIP 电话的交换机端口上设置多
个 VLAN。这有助于隔离 SSID 之间的流量并管理服务质量 (QoS)。
LinkRunner G2 可在执行 AutoTest 期间自动分析流量，并可显示特定交换机
端口上存在的所有 VLAN。

当 VoIP 电话或基于控制器的 Wi-Fi 接入点连接到网络时，许多设备会使用选
项 60 发送 DHCP 请求以向 DHCP 服务器标识自己并获取配置信息。DHCP 服
务器回复选项 43 以提供无线 LAN 控制器的 IP 地址，并回复选项 150 以提供 
TFTP/配置服务器的 IP 地址。LinkRunner G2 支持这些 DHCP 选项，可在执行 
AutoTest 期间验证来自 DHCP 服务器的响应。网络工程师可以轻松创建测试
配置文件，以确保网络的 VLAN 和 DHCP 选项得到正确配置。

语音

数据
访客

企业

IP 视频电话
（配置服务器的 IP 是什么？）

Wi-Fi 接入点
（Wi-Fi 控制端的 IP 地址是什么？）

AutoTest 会检测并显示
交换机端口上存在的所

有 VLAN。

DHCP 选项设置。 DHCP AutoTest 结果及
不同选项的响应。



3. 通过对不同大小或处于不同完工阶段的网络
进行可配置的 AutoTest 测试，从而节省时间

4. 连接到交换机后，提供更多功能 

在智能办公/建筑项目中以及在数字照明或安全摄像头系统的部署过程中，某
些网络服务，例如 DHCP、网关或互联网服务，可能尚未安装或配置。
LinkRunner G2 包括“Stop After”功能，使技术人员可以停止 AutoTest 测试
未部署的服务，从而节省时间并提供适当的通过/失败评估。

在较大的网络中，有许多服务器或关键设备需要验证网络连通性。
LinkRunner G2 支持对不限数量的 IP 目标进行 Ping 或 TCP 连接测试。此外，
对于每个测试目标和默认网关，用户可以进行连续 Ping 来验证连接一致性。

LinkRunner G2 配备 4GB 的内部存储空间，并标配 8GB Micro-SD 卡，可临时
保存数百个测试结果、图像和站点数据。即使关闭设备电源，这些数据也不会
丢失。当 LinkRunner G2 通过互联网连接到 Link-Live 云服务时，设备上存储
的所有测试结果和站点数据将自动与最新测试结果一起上传。

与线缆测试仪不同，LinkRunner G2 网络测试仪可以验证线缆和网络，而无需
从交换机断开线缆连接。这样技术人员就无需在客户端位置和 MDP/IDF 之间
来回走动，从而省下大量时间。

LinkRunner G2 可检测交换机端口标称的速度能力，并验证其是否可以使用
最高速度连接。如果无法以交换机标称的最快速度连接，链接测试结果就会以
黄色突出显示。对于大多数千兆位以太网交换机，此问题是由线缆对 4/5 或 
7/8 开路引起的。LinkRunner G2 在线缆测试下与 10M/100M 连接时，可以显
示 4/5 或 7/8 线缆对的长度。

对不限数量的 IP 设备进行“TCP 连接”测试。使用“持续”功能连
续执行测试，以评估目标的连通性和响应时间一致性。

AutoTest“Stop After”功能仅测
试已部署的网络服务。

AutoTest 显示标称为 1G 
的交换机，但测试仪只能
以 100Mbps 的速度链接。

当以 10/100Mbps 速度连
接到交换机时，
LinkRunner G2 可以在 
4/5 或 7/8 上测试开路状
态。带有 L 的 FAB（浮动操
作按钮）将出现。按下 FAB 
将显示 4/5 或 7/8 对上最
接近开路的距离。



6. 通过可下载的 Android 应用轻松执行测试之外的其他任务

• 
• 

• 

•
 

 

5.
 
通过高级故障排除功能实现更快的 MTTR

•
 

•

 

LRG2-AT-20-V1

测试 工作流程 配置

互联网吞吐量 iPerf 吞吐量测试 远程控制 电子邮件发送 网页浏览器 设备设置 设备设置 设备设置 标签打印/扫描打印 条形码/二维码

可在 LinkRunner G2 上使用的 Android 应用示例

    

与 LinkRunner AT 一样，LinkRunner G2 可以生成与 Intellitone™ 探头兼容的数字
音频，以在线缆连接到交换机时跟踪配线架/跳线箱周围的线缆。如果所连接的交换
机支持 CDP/LLDP，LinkRunner G2 也可以显示已连接的交换机名称和端口，从而
使在 IDF 上进行线缆跟踪更加直观。

一些用户喜欢收集与 AutoTest 结果相关的更多环境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关于 
Wi-Fi 接入点位置的图像、线缆插孔/墙板状况或设备序列号。LinkRunner G2 带有
摄像头和手电筒，即使在黑暗的地方也可以拍摄照片。用户还可以添加注释，例如线
缆/墙板上的标签。LinkRunner G2 可自动存储所有图像和注释并将其与最新的 
AutoTest 结果相关联。

LinkRunner G2 提供更深入的故障排除功能，帮助现场技术人员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并收集更多信息，以使问题上报更有效。

最大 2GB 的协议捕获和最大 9,600 字节的帧大小，可用于收集相关证据，解决
性能和供应商软件错误问题。数据包捕获可以上传到 Link-Live。LinkRunner 
G2 甚至可以通过 USB 为不太昂贵的千兆分路器供电，以支持客户端和交换机
之间的内联捕获。

VLAN 流量监控器显示来自顶部 VLAN 的流量的累积分布，从而确保正确配置。

LinkRunner G2 使技术人员无需携带其他工具即可在现场完成更多任务。可从 Link-Live 应用程序商店下载到 
LinkRunner G2 的各种 Android 应用，这些应用可增强 LinkRunner G2 的功能，提供更出色的便利性和简便性：

使用制造商的 App、SSH 或网页浏览器配置网络和/或 IoT 设备。

扫描条形码/二维码或打印标签以记录网络元素和线缆。

与故障单系统进行交互或验证公司系统，例如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软件电话和云存储。

使用 iPerf 或 Speed Test 等应用对网络或设备进行功能测试。LinkRunner G2 上的任何 
Android 应用都可以轻松地将结果和屏幕截图分享到 Link-Live。

直接拍照或在最新测试结
果中添加注释。

带有闪光灯的内置摄像头
可在黑暗区域拍摄图像。

捕获的数据包可以与最新
测试结果相关联，并上传到 
Link-Live。

VLAN 监控器最多显示 9 个 
VLAN 标记流量在中继端口
上的分布。

操作简单    可视直观    远程协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