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什么是在线型千兆网络测试仪 LE80? 
 
答：LE80 将您所需的所有网络监测和诊断功能集成在一个手持式工具中,包括高

性能的协议分析仪和快速的电缆测试仪以及 RFC2544 网络性能分析仪。这就是

您所拥有的便携式测试工具。这台分析仪比许多单功能的仪器加在一起要更加智

能、更加方便。它操作方便、功能强大,是单功能测试工具无法比拟的。使用分

析仪能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整个网络,迅速地找出问题所在。 

接上网络电缆并打开分析仪,您一看到测试主屏幕就立刻知道它的确与众不同。

分析仪基于 LINUX 的图形用户界面和触摸屏的操作方式，显示直观，易于使用。

自动设置省时省事。测试功能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自定义设置。分析仪能够

主动搜寻整个网络，迅速找出问题所在。前后相关的数据简化了诊断的过程。这

样用户就可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而不是忙于学会使用测试仪器，初次使用很快

就可以掌握,长时间不用也无需很长的再学习时间。从而您可以减少培训的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集成了如此众多功能的 LE80 性价比极高，售价仅为其他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一，

是适合网络管理和维护人员的理想选择。 

2.我能用 LE80 网络测试仪做什么? 

 

答：了解你的网络特性、知道谁在占用带宽、测量和评估网络可用带宽、知道谁

在网络上通讯、找到网络通讯的峰值期、鉴别恶意网络攻击，蠕虫病毒和木马程

序、获得网络故障的具体原因、检测网络物理层故障 

  

3.LE80 网络测试仪可以检测出网络中的流量占用吗？ 

 

答：LE80 网络测试仪可以非常详细地统计占用网络流量最多的前五十个网络信

息点的相关信息；包括占用流量百分比，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包数量，以及相关的

MAC 地址，IP 地址，该机器网卡信息等 

  



 

4.为什么我在网页中发送的邮件没有在 LE80 中显示出来；在列出了捕获到的邮

件信息时，但双击邮件条目想查看邮件的原始信息时，却没办法实现，为什么？ 

答：LE80 的邮件分析功能，支持的协议是 SMTP 和 POP3，而基于网页的邮件

发送，使用的是 HTTP 协议，并使用表单方式进行的提交，表单中数据在 LE80

上以十六进制数表示相关信息；必须通过 LE80 随机免费携带的分析软件，对十

六位进制数据解析后，才能查看相关邮件的详细信息；包括发件人收件人和邮件

内容等等。 

 

 

5.LE80 网络测试仪能找出局域网内感染蠕虫病毒的机器吗？ 

 

答：可以。 

蠕虫病毒分为基于邮件的蠕虫病毒和基于操作系统漏洞的蠕虫病毒两种，基于邮

件的蠕虫病毒工作特征主要表现为发送邮件频率高、邮件标题内容相近、邮件附

件相同；基于操作系统漏洞的蠕虫病毒工作特征为尝试与局域网内所有主机建立

连接、连接的端口都一致且连接之间相隔时间短，流量占用较大。LE80 网络测

试仪可以对网络内的邮件收发进行捕获分析，用户根据 LE80 自带免费软件分析

后，结合邮件蠕虫病毒的工作特征，即可找出局域网内感染邮件蠕虫病毒的机器；

通过最高会话者功能和数据包捕获功能，则可以轻松找出感染系统漏洞蠕虫病毒

的机器。 

 

 

6.LE80 网络测试仪可以找到内部局域网访问慢的原因吗？ 

 

答：可以。 

通过对局域网中通信的原始数据包进行捕获分析，以及通过最高会话者功能，可

以分析出造成局域网慢的具体原因；比如网络环路，广播组播风暴，病毒攻击，



 

服务器响应慢，客户端响应慢，应用程序响应慢，以及其它一些配置错误等。从

而也就找到了局域网访问慢的真正原因。 

 

7.LE80 网络测试仪可以找到网页访问慢的原因吗？ 

 

答：可以。 

访问网页慢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客户端到 Web 服务器的路由慢，Web 服务

器自身速度慢，Web 服务器系统脚本（网页脚本）处理慢。LE80 网络测试仪可

以对上述每个阶段的数据包捕获，并结合软件分析后，从而可以轻松找出上网慢

的具体原因。 

 

 

8.当您的网络使用 DHCP 自动分配 IP 地址的时候，不确定 IP 地址与机器的配

对情况的话；当出现故障时，如何用 LE80 定位有故障的机器呢？ 

 

答：尽管 IP 地址处于不断变动，但每一台机器的 MAC 地址却是固定的。可以

首先使用 LE80 测试仪中提供的设备发现和查找功能进行物理地址 MAC 地址扫

描，找出网络中每台机器对应的 IP 地址，MAC 地址和主机名（用户名称）；当

出现故障时，使用 LE80 网络测试仪捕获数据包，在通过软件分析后；再查看

MAC 地址和主机名，也就可以定位相关的故障机器。 

 

9.使用 LE80 时，为什么有的显示主机名等，而有的却只显示 IP 地址？ 

 

答：LE80 默认是启用了解析主机名的功能，即系统会自动将捕获到的 IP 地址等

解析为其对应的主机名。注意在以下的情况下，主机名将不会被成功解析，这时

系统由于没有成功解析出 IP 地址对应的主机名，将只显示为 IP 地址。 

 目标主机关闭 NetBIOS 协议，不允许解析 



 

 防火墙禁止解析主机名 

 

10.我们的网络最近经常出现 IP 冲突，LE80 网络测试仪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吗？ 

 

答：可以。 

当网络中存在 IP 地址冲突时，LE80 测试仪会自动给出诊断的详细信息，信息中

包括冲突的相关机器的 MAC 地址，根据显示的该 MAC 地址，我们就可以确定

其对应的主机，从而找出引起 IP 冲突的源主机，最终解决 IP 冲突故障。 

 

11.为什么用 LE80 我只能看到我自己机器上的网页访问信息，而网络中其它

人的我都看不见？ 

 

答：如果你的网络是交换式网络，那么你需要在交换机上配置镜像操作，并

将 LE80 连接到交换机的镜像端口上，这样才可以看到该交换机上所有的通

信数据。如果没有将 LE80 连接到镜像端口，那么你只能看到本机的通信数

据以及网络中的广播组播数据包；而网页访问，是通过 TCP 进行访问的，所

以你只看到了本机的网页访问信息。 

  

 

12.应用 LE80 能够测试网络中的 BT 下载情况吗？ 

 

答：是的，LE80 可以查到 BT 下载相关情况；如果网络中存在 BT 下载的情况，

通过 LE80 的最高会话者功能和设备发现功能；通过其 MAC 地址,IP 地址等确定

BT 下载机器后；再通过数据包捕获功能，捕获该机器的通信数据包；通过软件

分析后就可以确定 BT 的相关信息。 

 

13.LE80 捕获到了很多数据包，但我只想看其中某个协议的数据通讯，应该怎



 

么办？ 

 

答：在 LE80 进行数据包捕获时，设置需要捕获的协议，然后再进行数据捕获；

测试完成后，通过软件分析后就可以看到相关数据信息。 

 

14.我想将网络的分析结果做一个报告给领导，LE80 可以自动生成吗？ 

 

答：可以。网络分析测试完成后，所有数据结果保存在 LE80 内存中；通过 LE80

自带的软件，将结果下载到 PC 中，然后可以按照所需生成各种测试报告。 

 

15.使用LE80捕获数据包时，在TCP协议和UDP协议下面都显示了一个other，

它是什么协议？ 

 

答：Other 并不是一种协议，它表示当前选定的数据包的协议类型是在 TCP 和

UDP 协议之外的协议。 

 

16.公司服务器被攻击了，能够通过 LE80 找到攻击源吗？ 

 

答：可以。 

LE80 网络测试仪会记录下访问服务器的所有数据包，其中也包括攻击数据包，

通过 LE80 的设备发现功能查找攻击数据包的源地址即 MAC 地址，这也就可以

定位攻击源。 

 

17.捕获数据包时，发现有些网卡下面有多个 IP 地址，为什么会这样，是否正常？ 

 

答：一般情况下，一个网卡下面有多个 IP 的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正常情况下：一个网卡可以允许配置多个 IP 地址。 



 

网关：通信数据在网络七层进行传输时，有可能一个网卡对应多个 IP 地址，都

是很正常。 

ARP 攻击：在遭遇 ARP 攻击的时候，一般会有一个中间人的主机，这台主机由

于需要同时欺骗客户端和网关，所以它也可能对应多个 IP 主机。 

所以出现一个网卡对应多个 IP 时，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如果它属于第 1 和

第 2 种，则是正常的;但如果是属于第 3 种，则表示网络中存在攻击，且当前的

这个网卡所对应的主机就是攻击源，应立即对其进行彻底排查。通过 LE80 上的

设备发现功能，可以查找出该设备的 MAC 地址等重要信息；再通过 LE80 的最

高会话者功能和数据包捕获功能进行测试，通过软件分析后，即可准备判断该攻

击；从而进行修改工作。 

 

18、公司的多个部门都划分了不同的 VLAN 中，应用 LE80 可以分析所有部门

的通信数据吗？如果只想看某个部门的通讯，应该怎么看？ 

 

答：可以。 

LE80 测试仪既可以对某个 VLAN 进行数据捕获分析，也可以捕获分析所有部门

的通信数据。如果只需要查看某个部门的数据通信，则可以在 LE80 的 VLAN 选

项中键入该部门的 VLAN 号，这样 LE80 只捕获相应部门地址段的数据；即所设

定部门的数据通信息。如果想分析所有部门的数据信息的话，那么需要做一个镜

像操作，然后将 LE80 接在该镜像端口；然后我们就可以分析所有部门的所有数

据。 

 

19、在 LE80 测试仪中，能够直接查看机器的 MAC 地址和网卡厂商吗？ 

答：在 LE80 的最高会话者功能和设备查找功能中，搜索出的设备都同时标准着

该机器的 MAC 地址,IP 地址和相关的网卡厂商名称；非常利于定位和查找特定

机器。 

20、LE80测试过程中,检测出很多TCP校验和错误或 IP校验和错误的诊断信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答：如果所有本地数据包的 TCP 校验和或者 IP 校验和均显示为错误，原因很可

能是你的网卡启用了不计算校验的功能。当启用该功能时,网卡就执行计算 CRC

的过程，Windows 的 TCP/IP 协议不会计算 TCP 校验和，而 LE80 在数据包捕

获过程中，在每一个数据包到达网络适配器之前收集它们的副本，所以会出现大

量 TCP 校验和错误或者 IP 校验和错误的诊断信息。 

解决办法：在网络适配器的高级设置对话框中禁用“卸掉 TCP 校验和”项和“卸掉

IP 校验和”选项。 

 


