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rent Umetrix® Data
数据用户体验评估解决方案
评估数据服务的用户体验

亮点:
• 跨所有的移动操作系统平台

和个人电脑，以统一的方式
客观地衡量数据服务的用户

网页浏览

体验

文件传输

• 捕获设备的诊断数据

(RTTM) ，例如射频信号与载

多业务

体丰富语音、数据和多业务

RF状态

体验分析

诊断

• 有效地测量用户体验，管理配

置并分析大量设备上的测试结
果

Umetrix Data (Datum)评估任何设备和数据服务(包括Wi-Fi、LTE和5G)的用户体

• 预测试终端设备，加快

验. 作为Umetrix云平台的一部分，它支持管理应用程序配置、自动上传测试结果

Spirent Fit4Launch提交和运

和通过一个集中的、基于云的web门户网站. Umetrix取代了DatumBase，除了所

营商验收

有遗留的DatumBase特性之外，还提供了增强的报告和项目跟踪功能。

• 支持实验室、现网测试

应用场景
1. 启动新的或升级的数据服务的准备情况评估.
比较新的5G数据服务与之前发布的版本或推出前的竞争服务的体验. 制定发布标准且评

关键指标
(业务层)
文件传输速率
网页浏览速度

估试验、试运行和商业网络以确定准备就绪.
2. 跨设备型号平台的数据体验的比较分析和排名.
任何设备基于实时网络数据体验标准，如网页浏览和文件传输速度来进行比较和排
名。利用排名来推动设备的市场营销和验收
3. 为运营商的设备准入测试做预测试准备.
Umetrix Data允许设备制造商在提交运营商验收程序之前对新设备模型进行预测试.

射频载波和信号电平

通过前期主动定位处理问题，验收可以毫不延迟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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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使用一致的测试方法
Umetrix数据以客观、一致的方式衡量用户体验，适用
于任何的移动操作系统平台或windows的便携PC. 这使
得跨设备平台、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技术的用户体验的
真正比较成为可能.
Umetrix数据的一致性指标帮助设备、网络和服务团
队一起工作，发现和解决用户体验问题。

集中管理测试进度
Umetrix Data集成了Umetrix云门户网站提供的所有测
试用例库,允许他们集中管理
此外，所有测试结果都被上传到中央存储数据库，
从而能够跨团队或地理位置无缝地管理用户体验测
量过程.

定义实际用例
Umetrix Data支持定义模拟真实用户活动的用例(称为
测试集)，比如上传图片、下载文件附件、更新社交
网络状态或浏览网站。每个测试集由一个或多个以下
任务:浏览网页,文件传输,流媒体数据,复合业务(电话
和数据),和延迟测试用例. 任务可以以任何顺序组合，
并且高度可配置，以匹配特定的用户配置文件或场景
www.spir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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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图
Umetrix Data由几个关键组件组成:

Umetrix Cloud

Umetrix Data Mobile App. Umetrix Data移动应用程序可以在iOS、
Android或Windows设备上运行。它有两种工作模式：

1.

Umetrix Data
Web Portal

数据体验评价模式: Umetrix Data从Umetrix门户网站接

Umetrix
Data Media
Servers

收代理配置信息，使用Umetrix媒体服务器执行端到端数

Lab Network

据测试，并将所有测试结果上载到Umetrix门户网站上.
2.

诊断数据模式: Umetrixdata在测试设备执行语音、数据或

Liv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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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Lab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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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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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业务测试时从设备收集RF状态和其他诊断数据，并将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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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Network
Gateway

这些数据上传到Umetrix门户网站。
Umetrix数据提供了一个Win32应用程序(Datum PC)和一个UWP应

Android

IOS

Umetrix Data
Media Server

Window PC

用程序(Datum UWP/Datum通用)。
Umetrix Data 媒体服务器.
Umetrix数据媒体服务器充当所有数据体验测试的端点，托管执
行HTTP、FTP和UDP文件传输和ping测试所需的各种类型的媒
体和服务. 此外，Umetrix数据媒体服务器充当参考web页面的
web服务器，以支持web浏览速度测试.
Umetrix Data 服务器

测试用例: 带宽测试
快速检查您的互联网连接状态
测试下行链路和上行链路的最大网络带宽，以生成带宽分数

— 下载测试使用两条线程，并且是基于时间的测试
.

这些是基于web的应用程序，驻留在Umetrix云中或实验室中(或
两者都有)，具体取决于特定的客户需求. web界面加速了大型
和/或分布式团队的用户体验评估。项目经理可以使用门户来
指定正确的Umetrix Data测试配置为一个特定的项目。然后客
户端下载并应用所有测试的配置设置。
当工程师执行数据体验测试或收集诊断数据时，所有结果/数据都
被上传到Umetrix门户网站中的相关项目中并允许项目经理监视
测试状态并验证结果，一旦完成了所有测试并验证了数据，就可
以在几分钟内生成报告。
Umetrix Data也可以配置为协调复合业务，语音和数据测
试，这些测试建立数据会话，然后在数据传输期间发起语音
调用(需要Umetrix Data web和Umetrix Voice配合)。

— 上传测试从两个线程开始，它们根据瞬时吞吐量动态伸缩.
它们是基于时间和连续的个人上传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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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样本
诊断数据界面

快速可视化无线接入技术中的
转换

识别信号强度和小区信息之间的关系

联系我们
更多信息，请致电思博伦销售代表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pirent.com/ContactSpi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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